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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麻正规 吴玉辉

“学费免交，校服免费，吃饭免费，连学习
用品都免费，我们读书不花钱！”5月28日，在凤
凰县思源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杨韩霞满怀欣
喜地给记者算起了她的免费读书账。

思源学校作为凤凰县教育脱贫试点学校，
集中招收全县精准扶贫户和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孩子们在学校读书有晚餐生活补助，每年
有200元的交通补助，学校提供全部床上用品，
每年有2套校服， 该校成为县内一所实实在在
的“无费学校”。这种模式还扩展到县一中、二
中、高级中学等学校。

在2016年，凤凰县开始实施贫困学生资助
全覆盖政策， 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城
乡低保户子女、孤儿、残疾儿童实行学前至高
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并根据情况给予生活补
贴。

自2017年秋季起，该县在全面贯彻执行国
家资助全覆盖政策的基础上，还想尽办法进一
步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城镇低保户子女在学前至高中（中职）教
育阶段， 每生每年分别按照1000元至3000
元不等的标准给予生活补贴。对贫困大专生
一次性补助4000元、贫困本科生一次性补助
6000元。对贫困本科、专科生提供8000元的
生源地贷款支持， 对贫困研究生提供1.2万
元的生源地贷款支持。对特困大学新生按省
外1000元、 省内500元给予入学路费补贴。
对兜底贫困户大学生，实行大学阶段学费政
府兜底。

仅2017年， 全县就发放了贫困生资助金
6252.9万元，惠及学生71133人次。

“教育脱贫的最大意义在于阻断了贫困代
际传递。教育跟不上，脱贫效果会打折扣。一个
家庭能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脱贫问题就有希
望解决，且能彻底解决。比如一个孩子如果能
读到职高，谋到一份好工作，那么这个家庭就
有很大希望彻底摘掉贫困的帽子。” 凤凰县委
主要负责人对记者说。

在凤凰，最漂亮的建筑在学校，最美的风
景是校园。

2013年以来， 该县累计投资23.5亿元，大
力推进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 完成了1所职业
中专、4所中学、36所中心完小及40所村小合格
校建设，新增城区学位7800个。“一些学校建设
正在加快推进，预计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投入
使用，城区学位将达3.2万个，基本实现85%以
上的学生进入城镇优质学校就读。” 县教体局
负责人介绍。

不仅如此，凤凰县中心完小以上的学校实
现了食堂集中供餐，并全面消除D级危房、大通
铺现象。

为提升贫困乡村的教学质量，该县还出台
了农村教师津补贴等相关政策，在腊尔山等高
寒山区的乡镇学校、村小任教的教师每月补助
最高可达1700元，部分教龄长的村小教师年收
入有10多万元。 老师待遇提高后安心教书，孩
子们的教育质量更有保障。

宽敞明亮的教室、 崭新的现代化多功能厅、
整洁的学生宿舍，越来越多的苗乡贫困学子走出
大山，在窗明几净的学校里安心地沐浴着知识的
阳光，奔向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申福春 李泰卢

一批从境外走私而来的极度濒危级
哺乳动物———马来穿山甲， 正在省野生
动物救护繁殖中心接受全力救护。

5月17日晚，永州市森林公安局零陵
分局查获了19只非法贩运的马来穿山
甲。马来穿山甲主要分布在泰国、缅甸、
越南、马来西亚等地，生活在我国境内的
穿山甲主要是中华穿山甲（同样为极度
濒危级）。森林公安和林业专家综合各方
信息判定， 这19只马来穿山甲系从境外
走私而来。

18日下午， 这批马来穿山甲被依法
送抵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接受紧急
救护。

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参照《野
生动物救护技术手册》，借鉴中心此前一
次救护穿山甲的经验， 并多次向国内同
行权威广西陆生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与疫
源疫病监测中心请教， 以最快速度采取
了一系列救护措施： 隔离检查； 采购饲
料、药品、器具；尽量减少应激反应，诱导
进食、补水；治疗肺炎、肠炎等疾病；建立
专项救护档案。

5月29日，记者在开着空调、备有喷
淋设施的专用救护房间看到， 这批马来
穿山甲大部分蜷缩在一个个玻璃笼子
里，偶尔能见到一两只站起来喝水。一直
忙着精心照料和记录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穿山甲都是以蚂蚁为主食， 生性胆
小，昼伏夜出。

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主任李立
介绍，在非法贩运过程中，受缺水缺食、
过度应激反应及不良环境条件影响，这
19只马来穿山甲被中心接收时均已出现
不同程度的脱水现象， 其中相当一部分

个体体况较差；加之，马来穿山甲的原产
地为热带地区， 很不适应我国绝大多数
地区的生长环境。截至今天中午，这19只
马来穿山甲已死亡7只。

今天上午， 省林业厅邀请中国野生
动植物保护协会、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救护委员会、 广东生物资源应用研究
所、 广西陆生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与疫源
疫病监测中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深圳
野生动物园、 长沙生态动物园等单位的
野生动物救护、饲养专家，在长沙召开研
讨会， 共同为救护这批马来穿山甲出谋
划策。

专家分析， 这批马来穿山甲很难找
到走私源头， 因此无法按国际公约“归
还” 到原产地； 在原产地救护马来穿山
甲，一般就是直接放生，但是，如果在我
国现在直接放生马来穿山甲， 一是其极
有可能无法在野外存活， 二是外来物种
未经充分论证就贸然放生， 会带来不可
预估的生态影响；我国和东南亚地区，对
穿山甲的救护、饲养都没有系统研究，技
术手段缺乏。

目前能了解到的有限信息是， 广西
现在救护、饲养着7只马来穿山甲和中华
穿山甲，存活时间已超过3年；台北动物
园救护、饲养着中华穿山甲。此前，国内
一些地方救护的穿山甲几乎没有存活到
现在的。

与会专家认为， 在非原产地救护马
来穿山甲堪称世界性难题， 对湖南省野
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当前采取的救护措
施和效果给予高度肯定。 为救护这批穿
山甲，与会专家建议，为其提供尽可能仿
野生的生活环境， 积极寻找活体蚂蚁为
其提供食物， 采用雾化手段为其治疗肺
炎，并争取通过国家层面，整合各方面力
量，提高救护和研究水平。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肖祖
华 通讯员 江钻）今天在邵阳召开的潭邵大修
二期工程（范家山至周旺铺段）协调会议透露，
潭邵大修二期工程拟于6月中旬启动， 预计12
月中旬完工。

潭邵高速起于京港澳殷家坳互通，向西穿
越湘潭、 娄底和邵阳3市， 止于隆回县周旺铺
镇，全长220.1公里，于2002年12月建成。日趋
饱和的交通流量，导致潭邵高速公路路况条件
不断恶化，道路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不能满足
运输要求。

根据省发改委《关于G60湘潭至邵阳高速

公路大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潭邵
高速大修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为起点至
娄底互通，已于2016年11月完成并通车。

二期工程为娄底至周旺铺互通118.7公里，
以范家山互通为节点，分为两阶段实施：第一
阶段，对范家山至周旺铺互通路段44.8公里（均
在邵阳市境内）大修，于今年实施；第二阶段，
对娄底至范家山互通路段73.9公里大修， 根据
情况适时启动。

二期工程第一阶段大修， 分两期施工。拟
于6月中旬至9月中旬，对北半幅(东往西方向)
路面进行封闭施工， 对中分带护栏进行改造，

同时新建邵东服务区、提质改造宝庆服务区；北
半幅路面完工后， 拟于9月下旬至12月中旬，对
南半幅(西往东方向)路面进行封闭施工。

下月进行北半幅（东往西方向）封闭施
工后 ，将实施“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单向通
行”的交通分流。从长沙、娄底方向走沪昆高
速往怀化方向的车主，需在范家山互通转衡
邵高速、邵坪高速，再转娄怀高速至怀化绕
城，将绕行约76公里。建议长沙往怀化方向
车主，避开沪昆高速，
选择长韶娄高速 、娄
怀高速通行。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通讯员 饶刚 记者
彭雅惠）今天，省超高压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消息， 捞刀河变电站至余家湾变电站
线路接入沙坪变电站工程竣工投运， 标志着
长沙北部城区电网结构实现全面优化， 城北
供电“卡脖子”问题有效缓解。

2018至2020年长沙电网实施供电能力
提升3年行动计划，消除长沙电网现阶段供电
“卡脖子”问题，是落实3年行动计划的重要环
节。为此，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启动了长
沙电网建设攻坚行动。 捞刀河变电站至余家
湾变电站线路剖入沙坪变电站工程， 是攻坚
行动的重点工程， 由省超高压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承建。

该项工程竣工投运后，500千伏沙坪变

电站到捞刀河变电站供电由双回路增至三
回路，500千伏沙坪变电站至220千伏余家
湾变电站新增一条线路， 有力强化了长沙
北部城区电网构架。 同时，220千伏余家湾
变电站双回电源由同一站点改造为不同站
点，减少了捞刀河变电站的负荷压力，安全
裕度及电网供电能力和稳定程度大幅提
升。

省超高压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表示，
解决供电“卡脖子”问题除了强化电网结构，
还要强化变电站建设， 目前， 长沙北部城区
220千伏电网骨干网架枢纽变电站捞刀河变
电站扩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6月将竣
工送电，届时城北供电“卡脖子”问题可得到
彻底解决。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李小婧）又到六一儿童节，
除了满溢的童心童趣， 少儿保险也成
为人们提及的热门话题。 不少年轻父
母考虑买份保险送孩子做礼物。

选择什么保险产品给孩子最合
适？市场上少儿保险产品众多，年轻父
母往往难以抉择。目前，为孩子提供保
障的险种， 主要有消费型和储蓄型两
大类， 消费型主要包括健康医疗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 储蓄型则主要指教
育储蓄基金和投资理财保险。其中，健

康医疗保险中的重疾险和医疗保险，
是家长们不可忽略的险种。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保险专家建
议，根据孩子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家
长应以消费型保险为投保首选， 儿童
意外险、重疾险、住院医疗险是最适宜
的3个险种。 如果家庭保费预算充足，
可以一次性为孩子买齐以上保险产
品；如果保费预算不太宽裕，可以按照
意外、重疾、住院医疗先后顺序选购。

保险专家提醒，通常情况下，一个
家庭的总保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15%

-20%为宜，而孩子的保费支出应为总
保费的10%-20%；其次，少儿保险缴
费期不宜太长。 因为少儿保险是在孩
子年龄较小的阶段给予保障， 待孩子
长大可选择更适合的保险。

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保险都是越
早买越划算。省内保险专家建议，2-6
岁时孩子生病几率较高的时间段，6岁
以后更易发生意外事故， 保险选购的
时间最晚不要超过15岁。 在为孩子投
保时， 将孩子的保险纳入整个家庭保
障计划中考量，尤为必要。

凤凰：

贫困孩子读书不再难
全力救护马来穿山甲

在永州查获的19只马来穿山甲从境外走私而来，
在非原产地救护马来穿山甲堪称世界性难题

� � � �捞刀河变电站至余家湾变电站线路接入沙坪变电站
工程投运

缓解长沙城北供电“卡脖子”

华为领衔构建湖南信息
和通信技术生态圈

共建“数字化转型共同体”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黄利飞）“华为中国

ICT生态之行2018”近日走进长沙，展出了全球领
先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平台及警务应
用、智慧城市建设等行业解决方案。华为在活动现
场提出，今年将在湖南持续加大战略投入，以开放、
合作、共赢的生态理念，共建“客户+伙伴+华为”的

“数字化转型共同体”。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华为围绕“生态应用、

生态引擎和生态孵化”三大主题，充分展示了其
在新技术变革下的行业信息化应用实践；华为的
产品及ICT解决方案，覆盖了政府、交通、教育、
医疗等多个行业。

华为湖南政企业务总经理李永猛称，华为湖
南企业业务近年呈高速增长趋势。今年，华为将
把握ICT市场变革机遇，携手湖南合作伙伴加大
数字化转型升级力度。

潭邵高速二期大修6月中旬启动
建议长沙往怀化方向车主，选择长韶娄高速、娄怀高速通行

挑份少儿保险，送给孩子做礼物
又到儿童节，少儿保险规划宜趁早

� � � � 5月29日，湖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被解救的马来穿山甲在此休养。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精准扶贫在三湘
———脱贫攻坚典型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