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要闻 05

! " #$%

!"#$!%&'()*+,!-&.

/01"

2345!%&6)*789:!-;

<=>?#@:AB"

CDEFG23HIJ!KLMNOP

QHRS$ TUVWXYZH[\I]!^

_MT`PaHbcde$fghijkH

lm2$!n`opqdrRsi%%tj

&H2$u\! !vvqdw2$xy!z

${|2$x}"~�!�!���de#'

�+H��!������&Ko'K�'

K�(H_����"

���>M!����M!����M!

��! 6� !""" �� ¡H¢n�£¤!

W)*H¥�+,¦h§#¨h©#ª«¬"

&'()*+,

!"#$%&'( )*+,-./0(
1234"56789(:;<=>?@A(
BCDEFGHIJKL>

MNOPQRSB7TUV)WXY
ZR[\]\^[_9`abcdef>gh
i](jkla`mnof`pq>

r"56s-t$u(BvwNxyz
7p{|k}~�[����^[89��s
��s���sy����f���[�D�
���>��[��sy���D���fp
v[��s��� D¡�fp¢£¤¥¦[
:§�¨©ª«¬[®)¯°w±²>

³´¥¦89��[µ¶·`k¸¹º
¹»>¼WX½¾`¿¥[ÀÁÂ_9�7Ã
Ä> Å7��Æ�Ç[ÈÈÉÊËÌÍ`Î
�ÏÐ> ÑÒÓ[ÔÕ��[µ¶Ö×nØÙ

ÚÛÜÝ[Þß[#""" àá��[Bd6`
�âã®näåæç[è $ é % ê`ÐëÎ
ìí[BdîDïæÚÛ>

3ðñòóôõöx÷køpùú[
&'( ûp¢`½üý5fjþÿ��!ús
"#ð$[ Þ%&¥`n'��((()*s
+,�[-ü./012[3N�B4²
5`)676889`:;<=[ G�
v>?@AnÂBCDE>

vFGHóIJK`LM[ NO &) P
Q,fNk> RØS][Þ`Q,3TóU
VÕ[¡ËWuHXY®[ÈÈZ[\]>I
J^_`¿a[Bbbpv|scdefa
gh[i]jklmÂnæv>qosVd 
pp`qr6> �fQ,3ñNs¤§
H[tuvw`Q,)xañy]Ã[Îì
 z{½|}Ê>

¼[3[BÓ~Ð�n ' Ù�é�� ÑM
N�f����`��¢[LMF�^_�
@`�¤ð�[vU½���s����[�
d�D��k¸>Þß���Âm�º%
��`^�>

��[n¹²¹�`�æ�Ã��Lb
 ¡V)¢²`£¤>

'"&$ Ó * ¥[ ¦b§¨����p©
Ãª« ¼̀��¬Ñ��d[3®5^ó¯
R°q±6>²{GHz³s/PJ���s
ðñò´¬µ�¶�f`��:§·¸
V)ÌÍ[ ¹ó-º&¥gvw`Kq[»
¼¹²¹½[k¸¾n¿¬>

-./)012

�BÀDÁ®ÂÃÄ`Å�[Æ²Dp
ùðó>Ç±[ÈÉG�ÊÉd`pq[NË
LbV)©ùÌ¨jþ[ÍÍÎZÏÐÑ&
¥vÒ´`kÓÔÕ[?%køpùÖ×`
�Ø�[�ÙÚùpqÛÜ[>

ÝÞßàáâ`�ãjþ�äV)[Ý
ÞåÄ`�Ç5½æçè`ÆéHL[jþ
ÙPêëìífsîëïðífññòóô
Â[)6²Â[�BÀ`�æ�ppõF'
öðC÷¤[��øù>

ùìKKqúûüî3vq´`ýk
�¥¦Í[þ�ÿ!"¸�#$`>?%
&[ m'(KU)*+,-�¥¦Í.cs
/01k[¢2Kq3iÖ×> ÒÓ[Ô-4
¤Uj¿ZÒ`wÛî5 +) �Ùé>

g�BÀ¸6[ºÒ[®5^ó7`K
qð�n8&fNksOd9c[²{®5
^ó!:¶v +, ;<R[ )6=Ó>l[
e\[^ó�@T?@`Kq ØAvv�
`ýpv|[HHn¸³> mn®p¢&
BCD[�EÐ!F[CDG6)HHI
J>

i�[NK¼dÇîLÑz5MìNú/
O`z5Pó[HjX~QR,> tSTU
/s¶UVWXYífs+®ÓZÄ[þ\
]íf�¹�^¿�_[z5<RHQð`
aT[Kqbc3ó%.ýÂk}[KqÁ
defg~hp[i�Â�`wMj0>

Ádek÷lmn[opjq[�Ó
²BrÐ�st> VWXYífuv8a[
ÞÉ'ÞNwùxy[ �b¥wªn !)))
�é> [3[z� 3ífwM[{Ht¤[
k¸�^|=µ`>

}z5B�~���`â�[3��
D�B�>

�Bbf�²ß[ �D©ù`¬�[
mD�N`�a[��DNÂG�æ�k¸
¾v��>

89WXV)Lb©ù`��[¢¸Â
�hù[Ö×ÂB�æ�>��pv|s��
�pv|��vpv|ÓÐ��æÙé�T

ó�ù���ð�ly[ ��`� '))- Ó
ly@ &) �� �*R��¢ .)/`V�¬
[Z�>Yññ

Bu�+Ö×[Bu�?|ù[ ¡�
¢k¸£¤[��®�æ�áÞ{b¥²
¦§¼̈�,© Ñ

345)678

]jª« ') Ó[¬ýI®[��¯H
°>

�b±²yP $) NU³´`Pó[k
±c[Hµ¶·[ k¸¹©[���Ë
º»> ¼½©ù¾Â[Kq`^�z{2¿[
ÀïLbª«�B¼×ÁÑ[ i]ÉÂ%
BÃçç ¼̀8Ñ>

Ø3SjÄ
')&* ÓÅ[��ÌÆÇ�aÈÉ[¬Z

¼ø}_Ñ`V)jþÈØ[ÝÞI®æ
ÓïLb[ÊZwùËÓ��[8�äð
ÁRNÌJ<R[Í�nÁ5«ZaË76
²`vÎv�suÏsfÄfÐ�a¼ÑÑN
¼ÒÑ[/O�Ó�Ô��`wùËÕNú>

¼8¢Ö×�ØDÙÚÛ[[3Ü�B
�Ý> Ñ�Â !0 ÓÁw`ÞßÔ[àá{
I®-Bbª«âãäå`Pó[³º�Ô
~æ`ø}ça[èkNèÔ��`LbV
)w@[éêDkøòë`BCDE[ìÞ

£íÙ�>
@Ó²[��3~

îïðkø`íñ%[
Íø}sø�òóôõ
Lb©ùjþ`ö�[
éê3/O��Lb
V)©Ã`º÷ø[ù
èÏú��Lbûü[
ýþ©ÃøO->¼�

&øO-ÿ!D��`s �ø`s nÎ"
`> Ñ-ÆÇ�#ù[���Lb©ù`jþ
�0ö�$ÁeB>

�%I&¡4Ë��>`R`yP'
(Fw)*n+N,Æ> $ Ó-j±ñ[É
.N¼/_äÒÑçB> A>º01s2Ôs&
3s/4� '& w5¤w/O[6ÔÊ)*
©Ã78`�9æ:ç`LbÅ;[ñN�
�¹ð<RVÕ@ ¼̀z<<Ñ[N�f�=
¢²®Ð�>

')&* Ó[:ûø¶>yPLb©ù?@
ú2f��[BbAÞ��`Lbs)*sB
C¤ú[��4þ?DEÆéLBæÏÐL
b`�ÙLb)*ÃFúRGÍuñ> ,1
HÍ%IJW�`ÅºK[21 LlMNOP
JQRSTK[ ¯n��ÌqU#8V¦W
X[3i`£YlZø[[\yP]�Ó
^_`ÆéLbæDEq^`c_a�> `
ab`�²[N��0yPr�c_¬dÂ
jþe'> 85NøJ[f³ìgshiv�
uvsj]©ùkT�lm%nÍN�o�
_`uvjþ¢²pð`q,MÞ>

�BÀr�Lbwós z5MìNús
ì^ós s�zUpÑúññ3��[m
ntên`��LbV)<@[�XuH
vwsj[æ/O> ¸xy`Í²[úz{
{|}yLb`~½[ÿÍ�ýÉ�©ù`
����[¿¥B�æ�>

!"#$%&'
!!!"#$%&'()*+,-./

!"#$

!!"# !$%!

3 3 3 3 & ' ( )
*" +,-./

01#

3 3 3 3 23)45
67"89:;/
<=8>?#

@A-B8CD# �7ü � 4EFGHIJKLMNOPQRSTUV5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易禹琳）我省
44058个农家书屋是推广全民阅读的平台，如
何利用这个平台丰富农村幼儿的文化生活，
并对他们进行美学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今天上午，在湘阴县六塘镇农家书屋，由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2018年湖南省“我的书
屋我的梦”幼儿绘画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中南出版

传媒集团向湘阴县六塘镇中心幼儿园捐赠了湖
南各大出版社精心挑选的1000册少儿图书。启
动式结束后，长沙妙品教育的美术老师王静和王
姿妮给六塘镇中心幼儿园的80名孩子上了一堂
生动的美术辅导课，课后还开展了“我的书屋我
的梦”绘画比赛，20名孩子获得《幼儿画报》奖品。

据悉，自2014年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开展了《我的书屋我的梦》中小学生征文比

赛，2016-2017年度，湖南共有21名农村中小
学生获奖，获奖人数居全国第二。为让农村学
龄前孩子也能爱上农家书屋，爱上阅读，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特在“六一”前夕启动2018年湖
南省“我的书屋我的梦”幼儿绘画系列活动。
自湘阴举办首场活动后，还将在雨花区、开福
区、望城区、长沙县、宁乡市、攸县、平江县、临
澧县等地农家书屋陆续开展幼儿绘画活动。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陈新）“六一”儿
童节到来之际，今天下午，长沙地铁“新时
代好少年” 学习宣传活动启动暨主题站启
用仪式在2号线沙湾公园站举行，“新时代
好少年”站全面展现长沙一批“新时代好少
年”的风采。

活动现场，“全国美德少年”唐荟和“全
国最美孝心少年”游柘楠等5位少年，代表
“新时代少年”集体倡议：从小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 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目前，长沙正在采取学生自荐、同学互
荐以及老师、家长和社会推荐等方式，选拔
一批事迹突出的青少年典型。 长沙市文明
办将会同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
工委等部门，每个季度评选15名长沙市“新
时代好少年”，并向中央、省文明办推荐参
评全国和全省“新时代好少年”。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汤琼）保险姓保，回归保障。“六一”儿童
节到来之际， 平安人寿在湖南推出新款少儿
险“爱满分保险产品计划”，该产品针对0至
17岁的少儿群体设计， 能提供110种疾病保
障，并兼具满期高额给付的特点，可为孩子的
健康成长与梦想实现提供“满分守护”。

近年来，重大疾病呈现“三高一低”的特
点，即“发病率越来越高、治愈率高、治疗费用
高和低龄化”。孩子一旦发生重疾，对家庭影
响巨大，父母不仅需要准备高额治疗费用，还

需要陪护照看，可能会造成收入中断，短期内
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基于客户需求与现状考虑， 平安人寿为少儿
群体创新定制爱满分保险产品计划。 该产品
提供的疾病保障， 涵盖80种重疾和30种轻
症。轻症最多可以赔付3次，每种轻症限给付
一次，且不影响80种重大疾病的给付；另一
特点是30年保险期满，给付主险及附加重疾
所交保费的150%，可以在孩子成家立业的关
键阶段提供经济支持。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陈玉科）“六一”儿童节，关注儿童
出行安全。今天，湖南交警发布了几起儿童
“飞奔式”过马路的事故警示，提醒家长看
管好孩子，教育他们正确过马路的方式，避
免车轮下的悲剧。

5月28日，在衡山县035县道上发生一
起事故，唐某驾车将6岁的康某撞伤。当时
康某飞奔过马路， 左边一辆中巴车挡住了
视线，当他跑到马路中间时，一辆面包车驶
来，直接将康某撞飞。5月29日中午，一名4
岁的幼儿在107国道旁玩耍时突然跑步过

马路，结果被撞不幸身亡。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民警吴多拉表示，

在参与交通过程中，行人由于缺乏防护，相
对于车辆来说处于弱势一方， 所以作为车
辆驾驶员在行经人行道、 学校或者居民较
为集中的路段时，应该提高警惕，主动降低
车速，防范风险。

小孩子安全意识不强， 在过马路时常常
没有仔细观察，甚至有时是追逐、奔跑过马路，
很容易造成事故。吴多拉提醒广大家长，从小
树立孩子的安全意识， 教导孩子正确的过马
路方式，不要心存侥幸，侥幸往往会造成不幸。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刘瑛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5月27
日，在湘阴团县委、县妇联和爱心志愿者组
织的“共享蓝天、爱暖童年”活动现场，小猪
憨尼(长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治翔
和湘阴县文星镇黄金学校留守儿童彭检再
次拉钩，约定明年“六一”再相聚。

王治翔是黑龙江人， 今年27岁。2016
年4月16日，他到湖南考察市场。一个偶然
机会，他走进黄金学校，与同学们结下了
不解之缘。去年儿童节，他带着100余套校
服和生日蛋糕赶到学校，陪孩子们度过一
个快乐的节日。 得知9岁的彭检家境十分
贫困时，他步行8公里山路，为大山深处的
彭检一家人送去温暖，并约好今年这场相
聚。

当天， 彭检和74位同学开心地换上王
治翔等爱心企业家送来的新校服。随后，小
猪憨尼(长沙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黄金学
校挂上“关爱留守儿童爱心示范基地”牌
子。26名志愿者和孩子们手挽手、 团团坐，
一同唱歌、吃蛋糕，掌声、笑声、欢呼声响成
一片。

得知黄金学校校长易辉11年不改初心，
多次放弃进城机会， 选择与留守儿童在一
起，被评为岳阳市最美志愿者，王治翔向易
辉竖起大拇指：“易校长，好样的！”王治翔当
场承诺，为彭检和另几个贫困孩子承担生活
费用。离别时，他还决定筹款为学校建一个
爱心书屋。

“我的书屋我的梦”
幼儿绘画系列活动启动

“新时代好少年”主题站邀你来参观

后老总和湘阴留守
儿童相约———
明年“六一”再相聚

警惕儿童“飞奔式”过马路少儿保险产品创新升级
平安人寿“爱满分保险产品计划”上市

彭艺

“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
作、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职业，给孩子们
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
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传递
出对全国少年儿童的殷殷期盼。

曾几何时，“长大要当科学家”，一直是
伴随无数中国孩子成长路上的梦想。或许，
他们还无法领会科学家的全部含义，但“科
学家” 就是他们世界里 “最伟大”“最了不
起”的代名词，张衡、李时珍、爱因斯坦、牛
顿等中外科学家，是童话世界的“主角”。

现在，多少人曾熟悉的一幕，似乎正被
“当企业家”“当明星” 等替代了，“奥特曼”
“光头强”等动漫，或者无数与他们心智不
相称的“手游”，成了孩子们的玩伴。这里，
无意诋毁企业家、明星对于社会的贡献，但
从少年儿童崇尚目标上的演化， 却能测试
出社会价值取向发生的变化。

严格地说，孩提时代，“三观”还没有完
全定型，那些要“当科学家”的孩子，也不一

定全都走上科研的道路，但孩子的想法，往
往是成人心理的真实投影， 是社会价值取
向的真实写照。当感慨现在的孩子淡漠“当
科学家”的梦想时，与之对应的是，科学家
在社会尊崇度坐标上的走低。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关键一点，
是对科学家群体的宣传不多、不够。比如去
年9月，“中国天眼” 之父南仁东教授因病逝
世的消息， 仅有几家主流媒体作了报道；相
反，网络媒体那几天却充斥着某娱乐明星婚
变的报道。

如何重燃孩子们对科学的热情？ 如何
让科学家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职业？引
导孩子们从小崇尚科学、热爱科学，固然是
重要的一环，但关键还在于，要在全社会形
成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真正让科
学家受到“名利双收”的尊崇。

常言道，少年强则中国强。让孩子们的
梦想插上科学的翅磅， 让更多青少年爱科
学、学科学，将科学家奉为心中的偶像、人
生的标杆， 就能让国家的创新土壤更加肥
沃、厚实，国家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未来
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

三湘时评

让“当科学家的梦”为童年插上翅膀

5月30日，学生在爱心书屋选购图书，并附上亲笔祝福，作为儿童节的礼物送给贫困山区
的孩子。当天，第三届湖南校园读书节第八场活动在长沙市雨花区红星第二小学举行。截至目
前，读书节已捐赠书籍1520册。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王晗 摄影报道

书香传递爱心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