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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12 月 10 日，湖南省模范退役军人张绍
仁受邀参加湘潭最美退役军人表彰大会，他
精神矍铄，身姿挺拔，如果不是熟悉他的人，
根本猜不到这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

张绍仁穿着朴素，手里提着一个泛白的
帆布袋。如果不去看袋子里一枚枚勋章，和
他腿上留下的伤疤，旁人也猜不到，这是一
位参加过多场重要战役并屡立战功的“老革
命”。他的党龄，与共和国同龄。

今年4月8日，张绍仁带着个人资料，来
到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退役军人信息采
集点采集信息。“当看到老人拿出一摞泛黄
的立功证书，还有好几枚用布包着的军功章
时，我们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中除了
感动就是敬佩！”回忆起几个月前见到老人
的情形，楠竹山镇负责信息采集的邝亚萍十
分激动。

1929年，张绍仁出生在湘潭县一个贫苦
农家，在家中排行老七。他的父亲在他不到1
岁时就撒手人寰，母亲用瘦弱的肩膀艰难地撑
起一个家。儿时的张绍仁常常吃不饱、穿不暖，
只读了3年书便辍学了。

“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带着这样的
信念，1948年，19岁的张绍仁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
美援朝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他4次荣立
个人一、二、三等功，多次获得参加战役纪念

勋章。
参加渡江战役时，部队要在夜里横渡长

江。长江最窄的地方都有2公里宽，他们当时
的交通工具仅是支着风帆的木筏。“行动中
不能有任何灯光和声响，还要随时面对国民
党军的枪林弹雨。”张绍仁说，当时的情形，
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同志们不要怕，就是死，我们也是为国
家而死、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值得的！”当
时任班长的张绍仁用斩钉截铁的话语，提振
战友们的信心。最终，大家成功横渡长江。

“每一次战争都是出生入死，而抗美援
朝是我经历的最残酷的战争。”张绍仁说，那
时正值隆冬，他们在零下30摄氏度的恶劣环
境中过鸭绿江、爬雪山，用雪水洗脸，十个脚
趾甲盖全部坏死掉落。他们用炒米粉子和压
缩饼干充饥，曾整整16天没有吃过一粒米饭
和一根青菜。

行军中，张绍仁的脚被冻得毫无知觉。
晚上好不容易在百姓家里取暖，由于气温反
差大，第二天脚又肿得像桃子一样，只能勉
强穿上更大的鞋子前进。“还有一次，敌人从
飞机上扔下的炮弹离我很近，炮弹碎片将我
身旁的土全部炸飞，我却幸运地躲过了一
劫。”张绍仁说。

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老人的声音十
分平和。可说到在这场战争中，介绍他入党
的排长以及连长、连指导员和班上12名战士
全部牺牲时，老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几次擦

拭眼角的泪水。
1956年，张绍仁转业到湘潭地区林业局工

作。1957年，他被派到浏阳山区推广双季稻种
植。面对群众的不信任，他带领大家种了5亩试
验田，从插秧、施肥到田间管理，全部亲力亲
为，当年一亩增产50多公斤。后来，双季稻种植
在当地得到成功推广。

1982年，张绍仁又被派到湘潭县茶恩寺镇
负责土地承包工作。他为困难群众积极争取农
药化肥，为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搭把手……
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与他们结下深厚情谊。
工作结束时，群众自发排队为他送行。“每当回
想起这段往事，我总是觉得很温暖，时刻提醒
自己，不要忘了军人艰苦奋斗的本色和共产党
人为民服务的初心。”张绍仁说。

离休后，张绍仁在乡下老宅过着简朴的生
活，本色不改、初心不变。他的家里，没有豪华
装修，没有高档家具，却有一摞摞报纸、一本本
杂志。老人说，这些都是他的精神财富。房屋右
侧，他精心栽培的几亩蔬菜长势很好，柚子树
上硕果满枝。看看书、浇浇菜，这是老人每天必
做的“功课”。

接受采访时，张绍仁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说，党和国家
对退役军人越来越关心和重视，令他倍感温暖
和欣慰。“我有幸见证了新中国70年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
到自豪！”张绍仁动情地说。

湖南日报12月 14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彭瑶）从 12 月 13 日起，长沙市城
管局在全市燃气行业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
的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在开福区华创
商业广场，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与新奥、
百江、澄海、雪纳等燃气企业集中宣传燃
气安全生产和燃气安全常识，动员广大市
民参与消除各类燃气行业重大隐患。

近年来，长沙高度重视燃气安全生产
工作，通过健全燃气安全监管体系，加强
行业规范化建设，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和违法违规行为执法查处力度，燃气安全
事故发生量逐年下降，全市燃气安全生产
形势有序好转。

据了解，2014 年以来，全市年度燃气
事故总量由最高328起降至去年的31起，
年度死亡人数由最高12人降至1人，累计
查处液化气“黑车”108台、“黑点”388家；
共排查整改1267处管道燃气隐患、252处
管道气工商用户隐患和所有铸铁燃气干
管；排查出31649户管道气用户燃气热水
器无排烟管道问题，限停整改。

湖南日报12月 14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周军 李勇）关闭煤矿是否“死
灰复燃”？12 月 13 日，郴州市永兴县纪委
监委组织应急、自然资源等部门，深入该
县井岗二矿、杉山煤矿、狮型煤矿等，开展
关闭煤矿“回头看”专项行动，对照关闭矿
井有关标准，逐矿逐井排查。对此次“回头
看”发现的问题，将建立专门台账，对所有
问题“解决到底，负责到底”。

今年 7 月，郴州市出台进一步淘汰不
安全落后小煤矿的实施意见，明确今年关
退煤矿16处，比省里下达给该市关退9处
的目标任务，多了7处煤矿。为实现这一目
标，该市坚决关退年产量9万吨及以下的煤
矿，和年产量30万吨及以下煤与瓦斯突出
安全不达标的煤矿。由市级领导带队，与纳

入关退的每个煤矿实际控制人开展“谈心对
话”，点对点开展帮扶和政策宣讲。对关退的
煤矿，该市及时按政策兑现相关奖补，解决
关退煤矿企业的后顾之忧。同时，为确保煤
矿关退期间的安全稳定，该市成立公安、应
急、自然资源与规划、市场监管、税务、生态
环境等部门，及乡镇党委政府共同参与的维
稳工作组加强维稳，按照“一矿一策”的要
求，制定了维稳应急工作预案，搞好稳定风
险评估，提前做好相关准备，维护好煤矿关
退秩序。

据了解，该市今年已关闭到位15处煤
矿，超额完成省里下达的9处任务。省里点
名今年必须关闭的3处年产量9万吨以下
的煤矿，已全部关闭。嘉禾县、苏仙区在今
年整体退出地方煤矿。

郴州超额完成小煤矿关退任务

湖南日报12月 14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严洁）12月13日，东安县石期
市镇赶集日，客运司机席和平轻松驾车驶
过原来的马路市场。席和平介绍，以前石
期市镇逢 3、6、9 日赶集，路上堵 1 个多小
时是常事，还时常发生交通事故。

11月11日，省、市道路交通顽障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部署工作会后，东安县迅速
安排部署马路市场整治工作。该县在永州
市安委会交办整治18个马路市场目标的
基础上，还摸排出4个马路市场，把整治目
标确定为22个。

11月12日，东安县相关部门、各乡镇
立即行动起来，因地制宜实施拆除违章摊

棚、新建临时市场、引导摊位入市、实行交通
管制等措施，推进马路市场整治工作。石期
市、横塘、大盛、花桥镇针对赶集传统习俗，
加强交通管制，引导群众入市交易；川岩、水
岭、井头圩等乡镇在快速拆除违章摊棚的同
时，迅速建好临时市场；该县及时消除东安
大市场等国有市场的安全隐患，引导摊位入
市。到11月20日，该县拆除违章搭建大棚、
遮阳棚 1116 处，清理占道经营摊贩 1979
个，新建临时市场3个，维护老市场2个，22
个马路市场全部被取缔。

东安县从源头根治马路市场，加快建
设一批配套设施完善的新市场，将在明年
3月前投入使用，引导群众到新市场赶集。

东安取缔22个马路市场

长沙燃气安全生产形势有序好转
近5年全市年度燃气事故总量由最高328起降至31起本色不改，初心不变

——记90岁的退役军人张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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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交通“聪明”的车子
——2019湖南（长沙）国际智慧交通暨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会侧记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曾瀚

鸣笛抓拍系统、国产高性能电动跑
车、无人驾驶的矿卡……2019湖南(长沙)
国际智慧交通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博览会13日至15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记者在此体验了各类热门的智慧
交通、智能汽车产品。

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驱动下，交通行业网联化、共享化
和智能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些先进的
理念、技术手段成为博览会上的突出看点。

本届博览会设置了智慧交通、智能网
联和新能源汽车三大展示板块。在智慧交
通展区，亚信科技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引起
了众多嘉宾关注。

“未来的出行体验，需要精准服务，一客
一策，千人千面。”亚信科技业务发展部总经
理杨通兵分享了亚信科技在智慧交通和数
字化运营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业务实践。他认
为，交通行业已从大建设时代走向大客户运
营时代，需要建设精细化、精准化的服务体
系，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人性化出行
信息的需求。据了解，亚信科技目前正与交
通部路网中心在客户服务体系、客户运营体
系的规划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为交通
行业未来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世邦通信展出了一款鸣笛抓拍产品，
该系统可对机动车鸣笛违法行为进行实
时采集与分析，准确率高达 95%以上。抓
拍后，证据采集信息会第一时间显示在民
警手机中的APP软件上。工作人员介绍，
以前违章鸣笛取证难，随着鸣笛抓拍系统
的使用，取证变得非常简单。目前，该系统
已在长沙部分路段服役。

有智慧的交通，还有“聪明”的车子。
希迪智驾研发的智慧矿山无人驾驶

矿卡，让人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舒适安全
地驾驶矿卡。该产品通过安装在车辆上的
通讯系统和控制系统，将车辆周围的场景
实时回传远程数字虚拟驾驶舱中，同时将
坐在虚拟驾驶舱里的驾驶员的操纵指令
传送给车辆，对车辆进行远程控制。

“一直以来，矿区的生产运输存在安
全事故频发、司机招聘困难、管理运营成
本高等痛点。”希迪智驾研发工程师龙浩
表示，矿区无人驾驶系统是一种兼具运营
管理、在线状态监测、应急驾驶安全监管
等功能的云端化网联自动驾驶集成解决
方案，矿区中实现无人化驾驶不仅节省人
工成本，还可以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

亮眼的红与黑配色、流线的造型，在
湖南首次亮相的前途国产电动跑车，引得
很多参观者驻足拍照。

智能变道超车、自动识别障碍物与红
绿灯，“聪明”的百度无人驾驶车也吸引了
大量眼球。

在智能网联应用展区，湘江新区智能
网联测试区展台特别显眼。湘江新区早在
去年就获得“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
试区”牌照，凭借其丰富的测试场景、齐全
的配套服务吸引包括百度、京东、大陆、舍
弗勒、嬴彻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及造车新势
力入驻长沙，目前有自动驾驶环卫车、自
动驾驶公交车、自动泊车等多个智能网联
汽车应用场景以及全国首条开放道路智
慧公交示范线落地。

“网联化、智能化是汽车的发展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在博览会论坛上说，
智能网联汽车的创新永远在路上。

湖南日报 12 月 14 日讯（通讯
员 汪建军 记者 龙文泱）受西班牙
演出商邀请，西班牙当地时间 12 月
13 日，“纯粹中国”湖南杂技《梦之
旅》巡演暨“锦绣潇湘”图片展在西班
牙阿尔坎塔里利亚市穆尔西亚剧院
开幕，吸引2000多名当地市民观看。

当晚的穆尔西亚剧院座无虚席。
《梦之旅》是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原创
杂技剧，杂技演员时而惊险刺激、时而
柔情浪漫、时而欢乐有趣的表演赢得了
观众持续不断的掌声。市民乔恩带着一
家五口人驱车70多公里赶来看演出。
他说，他们一家人都喜欢看杂技，中国
的杂技艺术闻名世界，能看到很高兴。

“湖南杂技真棒，观众们很开
心！”最开心的是邀请《梦之旅》团队

演出的演出商阿里克斯。他说，《梦之
旅》连续 3 场演出的门票已预售一
空，他对接下来的巡演充满期待。

据悉，此次《梦之旅》将在西班牙
的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等50
个城市进行为期3个月的巡演，演出
近80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广湖南文
化旅游资源，此次《梦之旅》巡演特意
同时举办了“锦绣潇湘”图片展，美丽
的湖南让许多西班牙市民竖起了大
拇指。市民玛丽说，早就听说过美丽
的张家界，原来它在中国湖南，她正
计划到张家界度蜜月。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演艺集团主办，湖南省杂技艺
术剧院承办。

3场门票预售一空

湖南杂技剧《梦之旅》
西班牙巡演“开门红”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李向红）“在建设速度、建成质量、服
务水平3方面创下国内第一。”12月13日至
14日，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
原主任牛凤瑞、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
谢志强、中科院城市与乡村发展研究室主任
陈田等专家学者，来株洲专题调研“厕所革
命”，盛赞“建宁驿站”为中国“厕所革命”的

“株洲样本”，值得广泛推广。
从2018年1月起，株洲市全面启动城

区“厕所革命”，打造具有浓郁特色的“建
宁驿站”。“建宁驿站”颠覆传统公厕概念，

按照“华而不奢、艺而不拙”的原则，以百
姓需求为根本，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最终建成了一个个干净整洁、方
便贴心、功能齐备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深
受百姓喜欢。目前，株洲市已建200座“建
宁驿站”，覆盖整个城区。

此次专题调研由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
牵头组织。专家组一行深入走访，详细了解

“建宁驿站”的运行情况，认为其规划设计、
管理制度等均开国内先河，极具示范意义。
他们建议，“建宁驿站”具备市场化条件，可
实现“以商养厕”，确保可持续发展。

中国“厕所革命”的株洲样本

专家盛赞“建宁驿站”

湖南日报 12月 14日讯（记者
李婷婷）以花为媒，由技及道。12 月
14 日，第三届长沙花植艺术节暨日
本池坊花道首届湖南年展在长沙河
西王府井开幕，一场展现自然蓬勃之
美的花展温情绽放。这是日本花道的
起源、有着557年历史的池坊花道展
首次亮相湖南。

展览严格遵循池坊传承五百余
年的传统美学标准进行布展。来自池
坊各支部花道教授和池坊湖南省学
会学员的出瓶作品，多视角呈现池坊
和花道历史。现场观众络绎不绝，纷
纷与花合影，表示能在家门口看见世
界最高级别的花道技艺，是这个冬天
里缤纷的礼物。

本次花展还邀请到重量级嘉宾
——日本池坊掌门继承人、次期家元
池坊专好进行插花表演，展现如何用
心体会一花一草，一期一会。当日下

午，池坊专好现场插制四个作品，生
花、立花、自由花三种花型皆有呈现，
所用花材均采自野外自然生长的植
物。她用池坊技艺和精神呈现植物的
自然之姿，营造出“如同在野外绽放”
般的插花效果。

当天，华道家元池坊湖南省学会
正式成立。湖南省学会是池坊在中国
大陆的第四个分支机构，聚集了一批
潜心研习池坊花道的湖南人。6 年
前，她们被植物深深吸引，开始接触
池坊花道。从远渡日本取经，到邀请
年近八旬的日本花道家小林滋子每
年三次来长沙授课，再到每月定期的
插花雅集，她们将一场场花事，和古
典的美学态度、生活方式，带到湖南，
扎根湖南。

据悉，展览位于长沙河西王府井
6楼，将展至12月17日，免费向公众
开放。

一枝花美丽了你的生活
日本池坊花道首届湖南年展开幕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石瑞玲）
“原本合同要到2022年9月才到期，我们多次和村民沟通并宣
传我省第5号总河长令精神，对方终于同意提前清理了杨树
苗。”近日，站在津市市嘉山街道所辖的澧水河畔，谈及昔日
3800株杨树为何不见了踪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说，是
他们开展了清理，由此根除了树木阻挡行洪的隐患。

这只是津市开展“清四乱”（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专
项整治的一个缩影。自去年10月以来，该市启动丁家洲成
林成片杨树“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先后投入资金110万
元，清理了丁家洲河道范围内新栽杨树690亩，清除碍洪林
约1.2万棵，清除建筑垃圾、白色垃圾及杂树杂草约30吨。
截至目前，所有砍伐清理工作已全部完成。

下一步，该市将按照中央、省、市相关工作要求，扎实
开展生态治理工作，加快推进黑杨砍伐等突出问题的整
改，确保河湖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重拳“清四乱”
改善水环境

弘扬瑶族文化
传承民族艺术

12月 13日，江华瑶族自治县
民族艺术学校师生在上民族舞蹈
课。今年以来，该县开展瑶族文化进
校园活动，通过收集、整理和开发瑶
歌、创编瑶族长鼓操等，挖掘传统文
化内涵，培训授课教师，把瑶族传统
文化带进课堂教学，培养民族文化
人才。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蒋江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