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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英雄，一路走好”“生命奉献人民，灵魂永放
光芒”……3月21日上午，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殡
仪馆，当地上千名干部群众赶来，送别为营救落
水女子而壮烈牺牲的常德籍消防员刘磊。

绢花朵朵寄哀思，泪光闪闪送英灵。 告别
仪式现场庄严肃穆，鞠躬、默哀，压抑的抽泣
声，在人群中不断响起。 仪式上,刘磊被国家应
急管理部追认为烈士，被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
救援局追记一等功，被江苏省消防总队党委追
认为中共党员。

刘磊1996年7月出生， 常德市石门县宝峰街
道宝塔社区人，2015年9月入伍，吴江消防大队盛
泽中队一班副班长、四级消防士。 3月19日，刘磊
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新东大桥营救一名落水
女子时壮烈牺牲，生命定格在22岁。

“有些事还是要做，
做了总归有收获”

刘磊常说：“有些事还是要做，做了总归有
收获。 ”在盛泽中队代理指导员刘宇恒印象里，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5年9月， 刘磊参军入伍。 当时在新兵
连，他在4班，刘宇恒在9班。“虽不在一个班，但
他骨子里‘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湘人气
概，让他一入伍就崭露头角。 ”刘宇恒记得，在
新兵连，刘磊训练刻苦努力，凡事都力求完美，
队列、技能样样不落人后，新兵结业考核中名
列前茅。

新兵连结业后，刘宇恒考取军校，刘磊分配
到盛泽中队，一干就是3年多。 今年初，刘宇恒军
校毕业，分配到盛泽中队，担任代理指导员。

作为副班长，每次执行救援任务，刘磊都要
冲在最前面。 刘宇恒记得有一次参与灭火救援，
厂房里遍地瓦砾，浓烟滚滚，刘磊提着水枪跨到
窗台上，对准火点一阵猛扫，用最快的速度控制
住火势。 在抢险救援时不顾自身安危勇往直前，
是刘磊留给刘宇恒最深的印象。

3月18日，刘磊牺牲的前一天，吴江区一社
区有人被困在煤气爆燃的民房中，处置时,刘磊
主动请缨，第一个冲入火场，成功救出了1名被

困人员。
“时刻提醒自己，做好每一项工作。 在下半

年的工作中，我要珍惜在部队的每一天。 ”这是
去年苏州消防改革转隶之前，刘磊在个人总结
中写下的一段话。

“虽然不再是战士，但他退伍不褪色。 ”翻
开刘磊的笔记本，刘宇恒告诉记者，面对改革，
刘磊十分坦然，没有懈怠,依旧保持着军人的品
格和风采。

“他常冲在最前面,
永远是我们的1号”

在盛泽中队，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业务比
拼，刘磊是很多同龄人的榜样，是公认的好青年。

2017年，吴江消防大队组织10个中队举办业
务技能比武竞赛，刘磊选了自己最不擅长的挂钩
梯项目。 备战期间，刘磊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纠动
作、练速度，腿上全是被梯子磕破的伤痕。 苦心人
天不负， 刘磊在比武中获得了吴江区挂钩梯和
3000米长跑第一名。正是这种刻苦、坚毅，刘磊迅
速成长为了一名救援尖兵。

“他把战友当亲人， 更是把中队当作自己
家。 ”同事吕家林因病卧床，刘磊执勤训练之余主
动陪护，一日三餐，送医送药。 盛泽中队消防员叶
勇胜告诉记者，中队的器材设施坏了，他主动拿
起工具，不声不响地修好了。 公共区域的卫生不
达标，他总是一个人拿起拖把打扫得一尘不染。

在盛泽中队，刘磊是1号员。“1号员就意
味着每次救援都是第一个出动，总是冲在最
前面……” 叶勇胜永远忘不了3月19日事发当
时刘磊跳水救人的画面。

当时事发吴江区盛泽镇新东大桥。 桥下是
50多米宽的清溪河。19日上午9时许，一女子面
朝桥面，情绪激动。 她落水后，最先从岸边下水
营救的是叶勇胜。 他靠近女子后，女子还在挣
扎，叶勇胜在水里连呛了几口水，刘磊见他有
危险,义无反顾地跳进冰冷的河里。

“刘磊见落水女子一直在挣扎，大家就合
力将女子抬上救生圈，随后他又使劲把救生圈
朝岸边推。 ”叶勇胜含泪回忆，因来不及脱下救
援装备，刘磊浑身浸满河水，双臂像挂了秤砣，
因河水太急，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再也没有

起来……
3月20日，整理刘磊的1号消防服时，叶勇

胜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他虽然走了，但他
在队里的位置谁也替代不了，他常冲在最前面,
永远是我们的1号。 ”

“友爱和善,
比同龄人更懂事、更孝顺”

刘磊牺牲的消息传到家乡，父老乡亲都扼腕
痛惜。“他从小就乖巧听话，孝顺长辈……”听闻
刘磊牺牲， 宝塔社区干部刘元珍忍不住哽咽起
来。 她告诉记者，刘磊父母平时务农、打零工，他
一直由外婆抚养长大，读书之余常常帮助外婆做
一些劳动，从来不让长辈操心。 高中毕业后，刘磊
就参军入伍，成了全家的骄傲和希望。

舅舅周建平记得， 刘磊从小就喜欢绿军
装，立志做一名军人。 长大参军后，刘磊在部队
任劳任怨、舍己忘我。“为了工作，3年多时间仅
回家15天……”说着说着 ,周建平心疼地哽咽
起来。 3年多来， 刘磊在500多次灭火战斗和
200多起抢险救援中救出了120余名群众。

“作为家中的独子，刘磊没有独生子女的骄
纵任性，他友爱和善,比同龄人更懂事、更孝顺。 ”
周建平说,刘磊的手机里，和爸爸的信息、电话是
最多的，他战斗成功时的自豪感总是第一时间告
诉爸爸、妈妈。“虽一个人独自在外，但刘磊的生
活非常简朴， 每个月工资自己一分也不多花，隔
一阵就汇钱给父母……”周建平泣不成声。

盛泽中队常年帮扶吴江区坛丘社区贫困
学生王浩文，刘磊每月都会从自己工资中省下
一部分，为浩文买生活、学习用品。 工作之余，
刘磊还常和战友一起去吴江区乐龄公寓看望
照顾孤寡老人，和老人拉家常，给老人打扫卫
生，时间长了，老人们都说：这些“消防儿子”，
比亲儿子还要亲!
� � � �得知刘磊牺牲的讯息，刘磊生前的同学詹
赐兵久久不愿相信。“读书时,他就憨厚老实，总
是为别人考虑的多。 ”詹赐兵最终决定去苏州
送老同学最后一程。

站在事发地新东大桥上， 古运河静静流淌。
无数市民自发在刘磊跳水救人的地方点燃蜡烛，
敬献鲜花，悼念这位英勇牺牲的消防员。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李国斌）记
者今天从省文明办获悉， 为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打造“雷锋家
乡学雷锋”活动品牌，结合全省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和“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
贫奔小康”活动，省文明办、省志工办将在
全省开展为期两年的“认领微心愿，争当圆
梦人”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实现志愿
服务供需有效对接。

此次活动时间为2019年至2020年，
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在各村部（社区
中心）设置“微心愿墙”“微心愿树”等设
施，鼓励贫困村（居）民特别是农村空巢
老人、贫困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困难群

体， 将自己生产生活中亟须解决的小微
困难，以“微心愿”的形式张贴出来，动员
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认领活动，帮
助困难群体实现“微心愿”。

据悉，认领“微心愿”，每一个原则上
不超过500元。不方便达成的、超过500元
价值而又是困难群体亟须解决的问题，
可协调社会公益组织量力而行， 分步实
施。 各地将动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和基层自治组织、 新经济组织
以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社会爱心人士
积极参与， 从困难群体的衣食住行等生
活细节入手，真正帮助困难群体达成“微
心愿”，解决微困难。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郑旋 ）今天
下午，长沙举行2019中国 (长沙 )国际工程机
械设计大赛新闻发布会， 宣布2019中国 (长
沙) 国际工程机械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作为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的重要配套活动，
本次大赛以“设计引领·跨界创新”为主题，
采取邀请组与线上征集组相结合的方式，广

泛向全社会设计师、 设计机构、 院校征集大
赛项目。

邀请组的参赛对象为国内知名高校，由
专业教师带领跨专业、 跨学科的学生组成设
计团队，邀请知名设计专家、设计企业和所驻
企业的设计负责人担任指导导师， 采取定向
邀请、企业命题、以“创新设计工作营”的方式

进入4家企业驻企设计， 每家企业进驻4支设
计团队。 目前已确定参赛院校有清华大学、中
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
矿业大学、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等16所高校，三
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中国铁建为驻
企设计企业。

线上组作品征集时间为3月21日至5月5
日，邀请组驻企设计时间为5月1日至5月13日，
集中评审时间为5月14日、15日。符合条件的参
赛选手，可登录长沙市工业设计协会网站和极
地网了解报名相关信息。

用生命践行铮铮誓言
———追记为营救落水女子而壮烈牺牲的常德籍消防员刘磊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陈淦璋）
省住建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工程建设
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挂证”
人员名单的通知》称，已将住建部转来的
违规“挂证”人员名单予以公布，要求各
地建设主管部门督促违规人员和企业进
行整改， 并将整改情况于5月1日前汇总
上报；逾期不整改的企业和人员，省住建
厅将按有关规定从严处理。

此次公布的名单，包括“多单位重复注
册人员名单”“社保缴纳不合规人员名单”
两部分。 其中，“多单位重复注册人员名单”
共1089条，涉及数百人，如王某某，监理工
程师证书注册于湖南省中标项目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造价工程师证书注册于中建五
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社保缴纳不合规人
员名单”涉及14个市州和省级，既有“无社

保”“社保不一致”问题，也有“多家社保”问
题，如李某有多家社保，社保单位位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招
标有限责任公司。

省住建厅、省人社厅、省交通厅、省
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五部门已于今年1
月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开展工程建设领
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
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时间持续至今年9月
底。 根据工作部署，将通过全面排查，严
肃查处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
不符、买卖租借（专业）资格（注册）证书
等“挂证”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提供虚假
就业信息、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挂证”
信息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 通过专项整
治， 建立工程建设领域注册执业人员规
范化管理长效机制。

省住建厅公布违规“挂证”人员名单
专项整治持续至今年9月底

“认领微心愿，争当圆梦人”
我省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启动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孟姣燕 金原）
桃花朵朵，绽放世外桃源；春耕开犁，祈
福五谷丰登。 陶渊明《桃花源记》原型地
常德桃花源将迎文旅盛会。 今天，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获悉，2019年
桃花源文化旅游节暨春耕开犁典礼，将
于3月30日在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
启幕。

本次桃花源文化旅游节以“世外桃源
休假圣地”为主题，时间从3月延续至5月。 3
月30日， 桃花源景区桃花广场主会场将上
演实景演出《春耕开犁典礼》，在秦谷分会
场将举行迎春、祭谷等活动。 同时，国潮系
列活动、桃花源旅游目的地IP形象发布、湖
南·常德入境旅游发展大会等主题活动将
集中展示桃花源品牌形象。

桃花源文化旅游节期间，主办方还将

开展万亩桃林参观活动、秦谷农耕体验、
五柳湖水上表演、全民休闲健身季、湖南
省民俗文化摄影展、2019卡通风铃艺术
节、桃川万寿宫祈福等一系列活动，丰富
游客体验。

桃花源景区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西南
34公里处，总面积157.55平方公里，为国
家AAAA级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森林公园，
入选2018中国旅游影响力文化景区十大
品牌。 景区内按《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
意境由“秦溪秦谷” 体验之旅、“两山一
湖”文化之旅、“万亩桃林”浪漫之旅、“桃
川万寿”祈福之旅4条游线组成。 2018年，
桃花源景区共接待游客215.8万人次，其
中购票人数122万，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1
亿元。

桃花源要春耕开犁了
2019年桃花源文化旅游节30日开幕

荨荨（上接1版）

中小学招生主体政策保持不变
继续推行阳光招生政策， 实行“公办不

择校”。小学仍然实行公示学区、划片招生、
注册入学制度。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按
照相对就近的原则， 合理划分小学学区，确
保每个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城区小学升初中， 高新区按照单校划片
的方式入学，其他区按照单校划片（对口升
学）、 多校划片和配套入学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多校划片的方式为“相对就近 、免试入
学、指标到校、微机派位”。望城区、长沙县、
浏阳市、宁乡市原则上按照单校划片（对口
升学）的方式进行，具体方案报市教育局审
批后实施。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19年考试科目、命
题组考、成绩呈现等基本保持不变，高中招
生录取主体政策维持稳定。

按照《长沙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
干措施》《长沙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
《湖南省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
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等要求，落实高层次人
才等特殊人员子女入学相关优待。

�民办学校初中招生方式、中考
时间等有调整

从2019年开始，民办学校、子弟学校初
中招生按照免试入学要求，和公办学校招生
同步进行，实行微机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合
的方式。 凡与公办学校合作办学的民办学
校，其招生计划的50%采用微机派位的方式
招生，其余为自主招生计划；凡没有与公办
学校合作自主办学的民办学校，其招生计划
的20%采用微机派位的方式招生，其余为自
主招生计划。民办学校、子弟学校的派位计
划面向城区所有自愿选择的小学毕业生。

实行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招生同步。民
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志愿填报，实行
微机派位， 民办学校自主招生派位后进行；
民办学校、子弟学校可以与公办学校同等申
报特长项目，经市教育局审批后实施；微机
派位到民办学校、子弟学校的学生，在本校
就读三年初中的，初升高时，可以享受长沙
城区直升生等相关政策。

调整微机派位和中考考试时间。2019年，长
沙市城区小学升初中微机派位时间提前到6月15
日举行，给民办学校、子弟学校自主招生腾出时

间。从今年开始地理开考时间由原来的16时30分
调整到16时50分，间隔时间为50分钟。

多举措保障阳光招生 , 杜绝
违纪违规行为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教育局公
布了一系列规范招生行为、促推阳光新政的举
措。

城区初中微机派位后禁止学生在公办学
校之间“二次流动”，坚决杜绝公办学校收取
择校生；严格执行《湖南省中小学生学籍管
理办法》，实行升学、考试、招生和注册学籍
联动机制，“一人一号，籍随人走”；长沙市各
学校要严格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招生
计划组织招生，严禁突破计划招生；义务教
育阶段实行平行分班， 不得违规举办重点
班、实验班或变相重点班；小学和初中起始
年级原则上分别控制在45人和50人以内，其
他年级不新增大班额， 完成本年度消除695
个大班额目标。

会上还公布了招生违纪违规行为举报电话：
市 纪 委 市 监 委 驻 市 教 育 局 纪 检 监 察 组
0731-84899756，基础教育处0731-84899710，
民办教育处0731-84899715，职业教育和成人教
育处0731-84899713。同时,公布网上受理举报
网 址 为 ：http://fuwu.csedu.gov.cn/web-
group/cssjyj/complainform.html。

今年长沙市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发布

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设计大赛启动
可组“创新设计工作营”或线上独立参赛

摄影家
走进永兴

3月21日，摄影家在永兴县板
梁古村创作。当天，湖南省艺术摄
影学会举办“到人民中去”湖南省
摄影家走进永兴创作活动。 来自
全省各地的40多名摄影家深入到
田间地头、厂矿井下、工厂车间、
传统村落，用影像记录感动瞬间，
用摄影精品讲好中国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朱毅 石晶晶） 省水利厅副总工
程师方蒲望同志在广州因公出差期间，
突发心脏病， 抢救无效， 于3月20日18
时5分左右不幸殉职。

方蒲望同志是湖南临湘人， 中共党

员， 1965年6月出生， 1987年6月毕业于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同年7月参加工作，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主持了全省100
余项重要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工作。
2017年12月起， 任省防汛抗旱督察专
员、 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

春分时节，田园如画。 已有千余年历
史的“安仁赶分社”在3月21日春分节当
天进入高潮。“安仁赶分社”是安仁县特
有的传统民俗，2016年作为中国二十四
节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列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一大早， 来自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
齐聚安仁神农殿广场， 按照传统习俗举
行炎帝神农祭祀祈福活动， 摆开长桌向
炎帝神农敬献牛羊猪三牲祭品、 四盘草
药和四盘粮食等，焚香鸣炮，同拜人文始
祖，感恩炎帝神农在该县开农耕先河，祈
福国泰民安。

除祭祀神农，开耕仪式、草药交易、
食用药膳等民俗活动在当天也精彩上
演。 民间艺人们在人海中各献其艺，唱社
戏、演皮影、玩杂耍、舞龙狮等，更增添安
仁赶分社节日的热闹气氛。

开耕仪式是安仁赶分社的重头戏。
当地老乡们在安仁稻田公园吹起唢呐，敲
起锣鼓，舞起长龙，牵着耕牛，欢庆春分节
的到来。 仪式现场， 安仁县委负责人戴斗
笠、披蓑衣，驱动脖子上围着红绸的黄牛，
在稻田中掌犁开耕，肥沃的土地翻滚而起，
犁开今年春天的第一垄，祈求五谷丰登。

安仁稻田公园一万多亩连片的油菜
花鲜艳绽放， 就像在地上铺了一层黄灿
灿的金子， 在青砖黑瓦的湘南民居映衬
下分外美丽， 春游的人们嗅着春潮泛起
的清新，沐浴在暖融融的春光里。

玩累了如果想买些中草药、 或尝尝
当地美食， 就不得不去逛一逛安仁县城
的石头坝中草药交易市场及八一路“春
分节商品博览会”。 记者走进安仁石头坝
中草药交易市场，中草药味扑鼻而来，论
公斤卖的天麻、 土人参等各种原生态中
草药堆积如山，不同口音的询价声、吆喝
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我来安仁赶分社赶了十多年。 ”来
自云南的药商周铁兵介绍，每年春分，他
必到安仁来买草药， 这里常能采购到不
少珍贵药材。 据了解，今年春分时节，该
县共交易药材900多个品种， 交易量达
500多吨，交易额突破2000万元，吸引了
来自贵州、云南、广西等20多个省（市区）
的医药商、游客达20多万人。

离石头坝中草药交易市场不远的地
方，是八一路的“春分节商品博览会”，博
览会划分有“一乡一品”区、美食区、服饰
区、小商品杂货区和房交会、车展会区。
“一乡一品”展览区里，人流格外多，这里
汇集了安仁县13个乡镇和各企业的农产
品， 有神乐生态庄园现场熬制的一大锅
草药炖猪脚汤，获省农博会金奖、2018年
绿色博览会金奖的龙海镇脐橙， 还有贫
困户带来的肉牛、土猪、土鸡土鸭等，各
乡镇和农业龙头企业在展区里各显身
手，订单收获不少。

安仁县委书记李小军介绍， 当天更
大的一个“订单”，是在安仁县2019年中
医药产业招商推介暨专家恳谈会上，该
县引进中药产业项目9个，合同引进投资
13.8亿元。

春分时节赶分社

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方蒲望因公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