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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见习记者 欧阳倩）
泛黄的墙壁换上了现代装潢， 拥挤的卫生间空
间被充分利用，黯淡的厨房增加了采光……10
月12日，“湖南好人”刘国兴的旧屋改造一新，迎
来了一批客人。

刘国兴是长沙市雨花区德馨园社区居民。他
身患严重肺气肿，2011年在街坊邻居帮助下，开
了一家米粉店。“盘店的钱、店里的桌椅与热水瓶，
都是邻居提供的。”刘国兴说，为了回馈大家的善
意，他决定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难户等提供
免费米粉。8年来，共免费送出米粉3万余碗。

在刘国兴带动下， 德馨园社区商业街十多家
门店组建了“好人好店联盟”，效仿刘国兴做公益，
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服务，被称为“好人一条街”。

刘国兴的故事传开后，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
道《秘密大改造》栏目组找到他，免费为其房屋
进行改造。“我们这个栏目的定位，就是倡导‘好
人有好报’的价值取向。”《秘密大改造》栏目组
一位编导介绍。

“长沙是好人之城，我们希望通过对老刘的
帮扶，激励更多市民热心公益、传递正能量。”长沙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郭润葵说。

据了解，近年来，长沙有4位市民获“全国道
德模范”称号，8位市民获评“全国最美志愿者”，
175位市民入选“中国好人榜”。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王梅 聂沛
通讯员 董帅

名片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简

称“湖南高铁职院”)“钢轨小卫士”探
伤技术服务站 ，成立于2016年 ，是一
个为轨道交通企业提供服务的创业
团队，由张雅晴、张煜、阳帆、刘铠睿、
王月坤等8名在校学生组成。目前，该
团队已拥有3项专利，5款产品。其中，
“远程B超———基于5G技术的探伤数
据诊断平台”项目在第五届中国 “互
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一
等奖。

� � � �故事
“请你帮我扶一下这个把手。”

“这个钢轨伤痕在这里， 你看看反馈
的信号准确不。”“对，再往前移一下，
差不多了。”……

10月上旬，记者来到湖南高速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钢轨小卫士”探伤
技术服务站，一群年轻学生正在实验
室的模拟钢轨上，忙着做实验。

“钢轨小卫士”团队8名成员，全
部是在校学生， 年纪都才二十出头。
这群青春洋溢的“小卫士”们，擅长给
钢轨“把脉”。9月初， 在第五届中国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他们的参赛项目“远程B超———基于
5G技术的探伤数据诊断平台”， 获得
一等奖。

钢轨探伤是保障铁路安全运营
的一项核心技术。伤损若不能及时检
出，可能造成钢轨折断、火车脱轨等
事故。

“检测钢轨是否有裂痕，以前靠
工人带着几十公斤重的仪器去检测，
再根据数据， 安排人员复检。”“小卫
士”张雅晴说，要经初检、复检、三检
才能完成检测，费时费力，又容易出

现漏检。
去年，老师在课堂上提出，可不

可以使用先进技术，让探伤修复作业
一次到位？“小卫士”们表现出极大兴
趣，课后迅速开展研究。

“关键在于，要研制一套能远距
离实时传输数据的装置，这样才能及
时发现、修复钢轨裂痕。”“小卫士”刘
铠睿介绍。

顺着这个方向，“小卫士” 们全
力寻找突破口。“技术控” 张煜一有
空就“泡”图书馆，查阅有关轨检小
车、车载信息实时传输的资料。思维
活跃的刘铠睿在网上搜罗相关技
术，寻找灵感……但几个月过去，没
有多少收获。

今年3月，张煜偶然在网上看到
一种“云打印”技术，该技术突破了
距离限制， 只要将一台打印机连接
到自己的网络账号， 就能随时打印
文件。

“做一个类似云计算的装置，是
不是能实现数据随时随地传输？”张
煜灵机一动。

那就试试看。 团队反复设计、实
验，再带着自己制作的装置到铁轨上
去做实验，一点点调试，对算法进行
修改， 终于做出了钢轨伤损信息B超
采集装置。这个装置能有效收集伤损
信息，并自动形成图像传回。

完成采集装置制作， 大家松了一
口气。可测试又发现，采集完成后形成
的立体高清彩色B超图像容量太大，现
有4G通信技术一时半会传不过去。

再次陷入苦恼。“探伤车往前走
了10米， 传回的数据却是10米前的，
工人想复检的话，找不到准确位置。”
刘铠睿很难为情，这显然没有达到设
计目的。

修改装置参数、 调整判伤程序、
压缩数据大小……团队一项项调整，
但总是出现检测不到位、 定位不精
确、图像模糊等问题。

一次，“小卫士”阳帆体验了一把
5G技术，网速达到每两秒下载一部电
影。 团队运用这个技术进行模拟操
作，终于突破难题，高清图像可实时
发送至数据监测中心。

如今，“小卫士”团队正与校企合
作单位汕头超声仪器厂合作，准备把
成果运用到市场。

给钢轨“把脉”的“小卫士”
———记湖南高铁职院“钢轨小卫士”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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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戴鹏）今天，记
者从株洲市纪委监委获悉， 该市将开展产业项
目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着力推进“项目攻坚”再提速、“配套行动”再
提质，为全市加快建成“一谷三区”，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今年是株洲市产业项目建设年， 该市突出

项目“落地”，贯彻落实《湖南省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20条措施》精神，制定了产业项目
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株洲市将集中对2018年以
来的产业项目“签约、开工、竣工、服务”4个关键
环节，以及2014年以来“烂尾项目、烂尾工程”等
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逐一清理、

整治。
此外，株洲市对在产业项目建设发展中，造

成不良影响的其他各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
和在项目建设审批、公共资源监管、项目服务过
程中的其他各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进
行整治，以激励广大干部敢于担当、勇于作为，
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澧县 少进会场多到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万传文 罗湖川

10月9日一大早，澧县官垸镇政府干部樊红
来到常发村贫困户龚伦国的葡萄地里， 和他一
道培管，商量来年扩大种植规模的事儿。

作为包村干部， 樊红已对全村66个贫困户每
户走访了3次以上，个别特困户去了十多次。可在
几个月前，樊红不得不疲于开会，接待督查考察，
应对“一票否决”，很少有时间与群众“面对面”。

“如今，我们不进会场到现场，这都是力戒官
僚主义形式主义带来的新气象。”官垸镇镇长胡虹

杰介绍，2018年，仅镇本级各类会议达283次，有时
一天三四个会。今年4月以来，镇本级每月只有五
六次会议，上级会议和督导检查也大幅减少。

今年以来，澧县县委全面对标对表中央精神，
针对以往会议多、文件多、督查多、考核多、重大事
项请示报告不落实等开展了有效整治， 县委常委
班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精简会议，改进会
风，取消一系列责任状和“一票否决”事项，让基层
从“文山会海”“考核留痕”中解脱出来。同时，该县
纪委监委重拳出击， 立案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5件，党纪政务处分5人，通报曝光4人。

基层干部松了绑， 腾出了更多精力为老百
姓办实事。 澧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傅文平感受颇
深：“今年，我到联点的向阳社区至少20多次，协
调农民土地入股，成立‘村+社’合作社。不下苦
功夫协调，哪有如今的效果？”

今年4至9月， 该县各类会议和督导检查考
核同比下降一半以上。政务效率提速了，干群关
系更和谐，地方经济发展更快。1至9月，该县固
定资产投资77.6亿元， 规模以上总产值222.5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4.5亿元。农业增效明
显，仅葡萄产业，产值就突破了8亿元。

株洲 专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受阅官兵光荣凯旋
10月15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在北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盛典的驻

湘某部队受阅官兵光荣归来， 受到驻地群众热烈欢迎。 丁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