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期首日长沙城区
活跃车辆将超百万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肖强）

端午小长假来临， 一年一度的高考也随之拉开帷
幕，给假期交通出行带来双重压力。长沙市公安局
大联合交管中心研判，端午假期，长沙城区整体交
通状态基本畅通，但主要进出城道路、环长沙高速
公路及热门景点、商圈交通压力仍较大。

今年高考长沙市共设考点32个，其中内5区考
点13个，4区县市考点17个。长沙交警研判，端午假
期长沙城区活跃车辆同比去年上升11%左右，预计
6月7日高考首日为假期城区活跃车辆最多的一
天，可达102万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活跃车
辆也将近100万辆。但此次高考期间早晚高峰不明
显，城区整体交通状态基本畅通，局部常规拥堵路
段在高峰期可能出现缓行。

综合近年来端午节期间城区拥堵情况， 长沙
交警预测，6月6日14时至22时为出城高峰阶段；6
月7日至6月9日城区车流量回落，车流量主要集中
在景区、商圈周边道路，预计没有“双高峰”现象；
返程高峰将出现在6月9日15时至24时。

交警提醒，出城阶段，长张高速长沙段、京港
澳高速长沙段、 长沙绕城高速等部分路段易出现
拥堵缓行；返城阶段，长浏高速、长张高速、长韶娄
高速、沪昆高速等将拥堵缓行。建议驾驶人在车流
量高峰时段可选择绕开高速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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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推荐人选主要事迹

何清华，男，汉族，1946年3月出生，湖南
岳阳人，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
重点项目35项，获国家、省部级奖励30余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发明三等奖各1项，
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4项、 省技术发明一等
奖1项；授权专利311项，其中4项获中国专利
优秀奖；牵头或者参与制订国家及行业标准29
项；曾获“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
奖、何梁何利奖、第四届光召科技奖、全国杰出
专业技术人才、 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第九届“发明创业奖·人物奖”之“当代发明家”
等。他率领的公司是湖南最早获得军工资质的
民营企业，2001年起正式开展军民融合工作，
能够从海陆空全方位为国防事业提供服务，其
中轮式装甲工程车曾亮相建军90周年“朱日
和”阅兵式，龙马一号、龙马二号等无人平台两
次荣获陆装“跨越险阻”冠军。

罗可大，男，汉族，1958年5月出生，湖南汉
寿人，浏阳河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连续三届

湖南省政协委员，曾获全国“关心关爱优秀民营
企业家”、“产业扶贫先进个人”、湖南省“模范共
产党员”、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等
荣誉。他在全国民企党建工作中首创“把党员培
养成高管， 把高管培养成党员” 的双培工程。
2008年将“双培”再创新为“把股东培养成党
员，把党员培养成股东”，得到中组部、省委组织
部肯定推介， 并收入中组部非公经济党建理论
库信息。积极投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努力探索企业参与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产业帮
扶模式，促进了贫困地区群众生产致富，也实现
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10年来， 集团共实施项
目23个，组建旱杂粮专业合作社31个，覆盖和
带动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南、重庆、贵州、四川等
4省市26县49个村2万多农户。

李应新，男，土家族，1979年8月出生，湖南
龙山人， 株洲瑞德尔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兼总工程师。在李应新同志的带领下，公司
自主研发共拥有专利23项，产品消化吸收了德
国进口设备的优点， 为用户提供更安全和可靠
的烧结炉，确保公司开发的设备在收蜡效果、温
场、 气氛处理以及高压气体压力分布等方面的

良好性能。 公司目前已拥有的烧结炉产品生产
能力及服务能力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 有力地
促进了硬质合金行业产品制造水平的提升。
2014�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连续四年
被评为高新区瞪羚企业， 曾获高新区技术创新
奖、株洲·中国动力谷“中小企业100强”企业、
湖南省小巨人企业，2018�年评为两型企业。

胡杨，男，侗族，1979年8月出生，湖南芷江
人，芷江胡杨雕刻工作室负责人（个体工商户），
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湖南省雕塑技艺大师，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沅州石雕（明山石雕）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委员，湖南省
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沅州石雕、砚
台、工艺品的制作和销售，2018年实现产值500
万，带动就业121人。2015年-2018年连续三年
获得深圳文博会金奖，2010年、2016年2次获
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手工艺品奖章 ，
2011年胡杨雕刻的贺兰石作品《和谐》被宁夏
贺兰石博物馆收藏；2012年4月，作品《和谐》
获国家金奖，2009年被评为湖南省雕塑大师
技艺称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山石雕代表性
传承人，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文化

产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戴立忠，男，汉族，1968年7月出生，湖南宁

乡人，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
家。2008年他主动放弃美国绿卡，毅然归国创
办圣湘生物。目前其创办的公司已成为全球分
子诊断行业技术标杆、首批国家基因检测技术
应用示范中心、全国唯一感染性疾病及肿瘤基
因诊断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及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开发了国际首创的“一
步法”技术、“通用型统一提取”技术、高精度
“磁珠法”等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
国专利优秀奖等国家级重大创新奖项近20项，
有力推动分子诊断应用普适化、 全场景化，打
破了进口垄断。目前公司在全国三甲医院客户
覆盖率行业第一、分子诊断试剂发货量（人份
数）位居全国行业第一、全国全自动核酸提取
系统市场占有率和仪器装机使用率行业第一。
产品已远销德国、法国、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
并承担了蒙古、巴基斯坦、埃及等国政府一系
列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关于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推荐人选的公示

根据中央统战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
工商联五部门《关于开展第五届全国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要求，经各方
推荐、综合评价，省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人选推荐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研究，
拟定何清华等5名同志为第五届全国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人选，现公示如下：

一、人选名单
何清华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可大 浏阳河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应新 株洲瑞德尔冶金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总经理
胡 杨 芷江胡杨雕刻工作室
戴立忠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公示期限
2019年6月7日至6月13日
三、受理意见方式
公示期内，欢迎就人选思想政治、道德

品质、诚信守法等方面情况和问题，通过信
函、电话或到受理举报地址进行反映。为便
于了解情况， 请反映人签署或告知本人真
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所反映的问题必须真
实、 准确， 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
索。严禁借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举报人
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四、受理意见单位及联系方式
省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人选推荐工
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唐求光 魏炜
联系电话：0731-82216259

� � � �地 址：长沙市迎宾路185号
省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人选推荐工
作指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6月7日

何清华 李应新 戴立忠胡杨罗可大
均为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沙琳 徐庶

6月7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赛龙
舟、吃粽子、挂艾叶……丰富多彩的端午
习俗已在湖湘大地上传承了两千多年。

五月五，龙船下水打烂鼓
端午节前夕，道县迎来了全年人气最

旺的返乡潮。
“在我们这儿，春节、清明节可以不回

家。但是端午节是全村全族的大事，谁要
是不回家，对全村人都交代不过去。”道县
文化馆副馆长王建文说，“扒龙船”（即赛
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事。

过去，道县的龙船赛在农历五月初一至
初五举行。今年，为了不影响学生高考，比赛
提前到农历四月廿八日至五月初二。

农历四月廿八日，6月1日， 天空下着
小雨，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潇水河上
汇聚了144条龙船，3400多名参赛者同场
竞技，观看的居民和游客挤满了两岸。

道县的龙船造型独特，船头有龙、凤、
虎、麒麟4种造型，多种颜色，每一个造型
和配色都代表着一个村。竞赛达到何种激
烈程度？看“五月五，龙船下水打烂鼓”这

句俗语便知。
6月7日， 端午节当天，“我们的节日·端

午”系列活动暨第15届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
节将在汨罗开幕。 赛龙舟当然是重头戏。据
活动组委会介绍，在汨罗，农历五月初五为
“小端午”，将举办民间龙舟赛。农历五月十
五（6月17日）为“大端午”，6月14日至17日，
将有16支境内外代表队在第二届“屈原杯”
汨罗江国际龙舟拉力赛中一决高下。

各种习俗与龙舟赛相生相伴。 如道
县，比赛前一天，要抬龙头、办庙会。龙舟
队办下水宴、吹牛角号、为龙点睛、擦拭龙
头、打犁头火、划夜龙船。在汨罗，船底的
主木一定要是偷来的， 龙舟制作完工之
后，有隆重的关头仪式、亮舟仪式。龙舟下
水前，有祭龙仪式。

非遗专家郑长天认为：“民俗活动往往
与当地的文化、 人们的精神和信仰密切相
关。以龙舟赛为代表的端午习俗在湖南传承
较好， 除了水域资源好这个自然条件外，是
由于当地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文化空间。”

纪念屈原的时间注脚
临近端午， 汨罗江的水就开始涨。很

久以前， 人们认为是龙掌管水的涨落，便
通过划龙舟的方式娱龙祭龙，以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
直到公元前278年的农历五月初五，

屈原投江。从此，汨罗的端午习俗与屈原
紧密相连。 人们顺江打捞其遗体，“划龙
船”逐渐演变为“龙舟竞渡”。原本用来祭
龙的糯米饭团裹上叶子、缠上五彩丝线成
了粽子，演变成祭祀屈原的物品。单纯的
祭龙仪典，演变成为祭祀屈原与祭龙并存
的“朝庙”。相传，古代汨罗人还把防病的
菖蒲当作屈原的佩剑，认为有驱逐妖魔鬼
怪的作用。

“文化名人提升了端午节的文化内
涵。”郑长天说，在安徽、江苏等地，端午节
纪念的是伍子胥，但大部分地区都是纪念
屈原，湖南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今年端午节活动期间，汨罗还将举办
《屈原》原创音乐剧首演、中国·汨罗江国
际诗歌艺术周、全国端午文化学术研讨会
等与屈原有关的活动。

溆浦县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王
身友介绍， 溆浦是屈原流放的定居地，溆
浦人与屈原感情深厚。自东汉以后，溆浦
就有农历五月初五过“小端午”，五月十五
过“大端午”的习俗。溆浦人特别重视大端
午，过得隆重而悲壮。这是因为传说中，古
代通讯不发达，农历五月十五这天，溆浦

人收到了屈原投江的消息。从此，溆浦小
端午龙舟下水，各自单独训练，大端午开
始竞渡。今年，溆浦龙舟赛的举办时间是6
月16日至17日。

祛病消灾，隆重入夏
湖南省非遗保护中心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目前，列入我省四级（国家、省、
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的
端午节相关代表性项目有30个，除湘潭和
邵阳，全省12个市州都有涉及。除了龙舟
赛、龙舟制作技艺、屈原传说等，还有洗风
药、盘王节、抢鸭子等多种习俗。

农历五月初五，春夏之交，湖南气候
湿热，蚊虫滋生。

端午节期间，采药人在道县潇水路自
发形成药市， 上千种中草药聚集于此。道
县文化馆副馆长王建文说，端午节当天晚
上，全县男女老幼都会用中草药煮的水沐
浴。最初是为了祛风湿，因此叫“洗风药”。
后来，人们会根据需求，选择治疗皮肤病
等功效的药材。汨罗江两岸，人们在端午
节当天打扫住宅、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
水、饮雄黄酒的习俗保留至今。

完成这些隆重的仪式后，便可安然迎
接夏天的到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紫昱

端午汨罗，行吟圆梦。
6月6日上午， 在汨罗市屈子文化园

里，《离骚》全文背诵大赛如火如荼。上到
80岁的老爷爷，下到8岁的小学生，带着一
份浓烈的爱国情怀参与其中。至当天中午
12时，就有4位挑战者成功背诵了全文，分
别获得5000元现金奖励及终生免费进入
屈子文化园资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 ”来自北京的顾仁静，今年80岁，
是第一位挑战成功的参赛者。他的背诵行
云流水，而且铿锵有力。

“人老了记忆力会衰减，为了衰减得
缓慢一点， 我选择了背诵一些诗文。”顾
仁静说， 他多年来养成了坚持背诵诗文
的习惯，听说端午节汨罗市举办《离骚》
全文背诵大赛，就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凑
凑热闹”。

顾仁静表示，《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
的政治抒情诗，诗中体现了作者屈原忠贞
不渝的爱国情怀、 九死不悔的变革志向，
“我花一个月的时间背了下来。”

据了解，《离骚》共有2000多字，是我
国古代第一首由诗人自己独立完成的带
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

舞台上， 年仅8岁的小学生史芳庆也
不甘示弱，10多分钟流利背完。 他从熟读
到背诵，花了两周时间。

“我们希望通过背诵《离骚》这种方
式，推广《楚辞》，推广屈原文化。”汨罗市
屈子文化园管理中心党组书记、汨罗市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征表
示，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个人的责
任，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吸引更多的人成
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发扬者。

周征介绍， 现在这个比赛报名很火，
全国各地都有人打电话来咨询。据悉，《离
骚》全文背诵大赛将持续到6月10日。

长沙火车南站
增开夜间公交

湖南日报6月6日讯（欧阳倩 余成华）根据铁
路部门预计，6月6日至9日，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长
沙火车南站预计发送旅客50万人次，日均发送12.5
万人次。 高峰日为6月7日， 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
次。长沙火车南站增开了多趟去往广州、深圳、怀
化等地的列车。

针对端午节大客流和夜间旅客接驳问题，长
沙火车南站地区综管办加强与交通部门衔接，加
开夜间公交专线和适时延长地铁运营。 夜间公交
专线为8路、124路、135路，主要去往东塘、柑子园
和长沙火车站等方向。 夜间到站旅客可以到位于
东广场的公交车区乘坐。

据了解，从3月31日开始，长沙“高铁—磁浮—机
场”联运模式再升级，位于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的长沙
机场磁浮航站楼正式启用。 旅客可以选择提前更早
时间就在磁浮航站楼内换好登机牌，办理行李托运。

长沙地铁计划
增开214趟列车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今年高
考恰逢端午节。 为满足端午小长假市民乘客出行
需求和高考考生出行方便，6月6日至6月9日，长沙
地铁计划增开214趟列车， 优化提升运输能力，同
时启用爱心送考通道等措施服务大家出行。

6月6日至6月9日， 长沙地铁将实时监测各车
站客流数据，1、2、4号线计划增开214趟列车，满足
端午和高考期间广大市民及考生的出行需求。同
时，在高考期间，凡持有应届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和
不超过2名陪考家长均可优先通过安检，经“爱心
送考 绿色通道”免费乘坐地铁，涉及考生的乘客
事务也将得到优先处理。此外，长沙地铁全线车站
均配备有便民医药箱和“爱心雨伞”，考生如突发
胸闷、低血糖等身体不适，可及时求助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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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渡祭屈子 隆重入夏天

端午节，汨罗江边背《离骚》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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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表演情景剧。当天，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第三幼
儿园主办“传承民俗文化、乐享游戏童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民俗游戏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6月6日，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镇鱼尾村，参赛龙舟队在锦江河上逐浪竞速。当
天，该县举行了“赛龙舟 迎端午”活动。 滕树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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