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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燕 史学慧 屈新武

长沙，因山、水、洲、城而独具魅
力。山，一般指的是岳麓山，它是长
沙的一个标志， 也是市民登山休闲
的主要去处。外地人来此游览名胜，
而本地人到此更多的是登山健体，
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每到黄昏日暮，
岳麓山上满是登山的市民， 到了节
假日，更是人满为患。

其实，很多人还没注意，就在北
面10来公里， 长沙市区还有一座更
高更大的山，同样林木茂盛、风光秀
丽，它的名字叫谷山。可惜的是，该
山由于离市区稍远一点， 基本还处
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随着
长沙的扩大， 谷山现在已完全处于
长沙市区范围， 不少长沙市民便有
了一个愿望：加快谷山开发建设，再
造一个岳麓山， 让长沙市民多一个
登高休闲的新去处。

闹市中的一块静地
站在长沙湘江东岸眺望河西，

两座秀丽的山峦映入眼中， 左边是
广为人知的岳麓山，右边就是“尚处
深闺”的谷山。谷山处在金星大道以
西、雷锋大道以东、黄金东路以南、
杜鹃路以北的广大区域。 分属长沙
市岳麓区和望城区。谷山主要由5座
大一点的山峰组成 ， 最高峰海拔
362.2米，比海拔300.8米的岳麓山还
高60多米，周围还有许多小山环抱。

日前， 记者沿大路驱车绕谷山

走了一圈， 只见谷山四周已是楼盘
林立， 直接感受到这座大山已完全
处在市区中间。 但高高的几座山峰
仍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远远望去，山
上林木郁郁葱葱，秀美无比。记者询
问了周边不少居民， 可否有上山的
路，但都没有得到答案。山下一位住
户告诉我们， 他们小时打柴经常上
山，有路走，现在很少有人上山了，
路就很难走了， 只有些羊肠小道通
向山顶。 记者从该山南麓的一条小
路爬到一座小山峰的山腰， 虽然还
远离主峰，终因路不好走而作罢。但
沿途幽静的环境、 清新的空气让人
非常惬意。

谷山的前世今生
谷山原称云母山， 后因明朝时

谷王朱穗被封为长沙王而得名。传
说洪武帝驾崩后，燕王夺位，诛杀非
亲信王子，派兵讨伐谷王。谷王精通
文武，又深得民心，率三子三郎等将
兵抗之，众寡悬殊，三子三郎和另两
位将军相继阵亡。最后谷王服朝，但
再不问国事，出家于宝宁寺，后又叫
谷山寺，谷山（谷王峰）也因此得名。
现在尚存的与这些传说有关的古迹
地名有：将军庙（坳）、三郎庙、白马
庙、烈马抬头、金甲村（水库、坊等）
等等。

山上盛产青纹花石， 据清乾隆
《长沙府志》记载：“谷山盛产青纹花
石，可制砚……与庐山石砚媲美，扣
之无声，发墨有光。”当地的小孩经

常到山上玩， 还拣些石板回去做写
字画画之用。

目前， 谷山属于附近村组的集
体林地， 在望城一侧还有一个占地
六七百亩的镇林场，山麓有9个小二
型水库， 豹子岩水库与青石沟水库
是比较大的两个。前些年，因这里离
市区相对远一点，一直名气不大。随
着长沙市区的扩大， 尤其是望城成
为长沙的一个区， 谷山开始吸引一
些市民的关注。

谷山开发正在规划中
令人高兴的是，记者了解到，在

谷山兴建森林公园， 是长沙市一直
有的想法。2002年编制的《长沙市城
市林业生态圈规划》中，已将谷山列
为长沙市城市林业生态圈内十大森
林公园建设之一。2004年，长沙市政
府组织对森林公园边界范围进行了
界定，并埋设了公园边界界桩。2006
年， 长沙市政府又将森林公园内的
森林划为市级生态公益林进行管
护。

2010年， 为加快望城生态旅游
建设的步伐， 当时的望城县人民政
府已将谷山森林公园划为年度林业
重点工程进行开发， 规划中的谷山
森林公园面积为234.7公顷 ， 打造
“康体运动保健， 森林文化休闲”主
题的特色休闲公园。 开发后的谷山
森林公园交通非常便利， 东接金星
大道，西接黄金大道。

望城区林业局刘建明副局长告

诉记者， 目前谷山森林公园已经做
好整体规划，进入初步评审阶段，经
过一系列的审核认定之后， 这个项
目的具体实施将交给所在的滨水新
城实施。但刘局长也指出，毕竟谷山
属于两个区， 整体开发还需市里协
调。 记者通过岳麓区宣传部门想了
解该区哪个部门有谷山整体开发的
规划，但没有得到准确的信息。

居民期待尽快开发
虽然谷山整体开发尚在规划

中，但在谷山脚下，已有不少单位和
个人利用谷山的环境， 尤其是水库
修建了不少各种山庄之类的休闲场
所，每到周末或是假期都人潮如织。
沿谷山寺路走进谷山南麓一片群山
环抱的地方， 解放初被毁了的谷山
寺也经批准正在修复中， 最终定名
叫宝宁寺。

但一些居民还是希望开发的步
伐能加快一些。采访中，记者遇到了
登山爱好者胡先生，他认为，离市区
这么近有这么个地方， 不利用太可
惜了。他说，大规模开发如果现在条
件还不成熟， 完全可以先做点前期
工作。如先铺设几条上山的小路，修
几个小凉亭， 供爱好登山的市民爬
爬山。 有关部门开始在山上加种一
些适合该山生长的林木， 丰富该山
的树种等等。

期待在不远的时间内， 谷山像
岳麓山一样， 成为长沙市民又一个
登高休闲的胜地。

加快谷山建设 再造一个岳麓山

岳麓山是长沙市民登山休闲的最佳去处，但随着城市的发展，
这里经常人满为患，而就在其北面10多公里，更高更大的谷山还鲜
为人知，许多长沙市民呼吁———

编辑同志：
9月11日晚20时30分， 我与老公

骑摩托车带5岁的儿子从朋友家返
回，途经湘乡市东郊乡扬子湾与石竹
交界处，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我们
一家3口连人带车掉入路中的一个大
坑中。这个坑宽2米、长2.2米、深1.8米，
整条道路只余不到1米宽的路面可以
通行。我儿子当场死亡，我与老公身
负重伤，一家3口，顷刻阴阳两隔。

儿子走了，我们心灵的创伤永远
不会愈合。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人
来人往的公路上有这么个大坑没人
管呢？ 哪怕设个警示标志也好呀。路
是让人走的，不是要人命的。政府部
门应对此高度重视，杜绝此类悲剧发
生。 肖亮

调查附记：
9月20日， 记者电话采访了湘

乡市东郊乡政府一名姓谭的负责
人， 他说， 此次悲剧发生的公路地
段属于村民小组修的公路， 应由村
民自治维护。 悲剧发生后， 在政府
有关部门的协调下， 受害方已与有
关村组达成了补偿协议 。 事发后 ，
乡干部马上组织人将大坑填平， 同
时对全乡农村公路进行了地毯式排
查， 督促有关方面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

该负责人说， 目前， 农村公路
坑洼不平， 缺乏及时养护维护的现
象不少， 确实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

本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山东的司机，9月3日，

驾驶解放 J5大货车沿京珠高速从羊
楼司收费站进入湖南。 在经过临湘
服务区时，货车离合器总承坏了，压
盘碎了，车被迫停在高速公路上。 我
马上打了一个拖车服务电话， 想把
车拖下高速公路去维修。

20分钟后，拖车来了。 但临湘服
务区的人把我们围住， 不让我们把
车拖下高速公路， 并把我的路卡拿
走了， 强迫我在临湘服务区的修理
厂修车。 后来，我不得不在临湘服务
区修车。 但最后的修车费却把我吓
了一跳： 手工费1800元， 压盘2700
元 ，离合器片880元 ，还有一些零配
件费用，总计要价5700元。 我要求便
宜一点， 最后还是被迫出了5600元
钱。 如果在4S店维修，压盘也就800
至1000元 ，离合器片300元 ，手工费
300至400元，不会超过2000元。 临湘
服务区汽修厂如此强制修车高收

费，简直就像在抢钱，太影响湖南的
形象了。

山东 毛光辉
调查附记：

接到当事人的投诉后， 记者联
系了湖南高速广通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会对此进行
调查处理。 9月19日，记者再次联系
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公司已派人到
实地进行了调查， 发现临湘服务区
的汽修厂的确比4S店收费高了一
点，对此公司采取了两点措施，一是
要求该汽修厂进行整改， 并按合同
约定对汽修厂进行了处罚； 二是退
了1000元给投诉者，现已将钱汇给
了毛先生。

投诉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汽修厂
强制修车、 要高价已不是第一次发
生， 记者希望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
度，严格处罚措施，减少此类事件的
发生。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慈利县零阳镇城西片 （原柳林

乡） 境内的老省道1801线因年久失
修， 加之近年附近又增加了许多采
沙场，超重货车日夜碾压，致使80年
代铺设的沥青路面面目全非， 大小
水坑无数。 城西片的几万居民出行
十分艰难，可谓“晴天一身灰 ，雨天
一身泥”， 车子行进也非常困难，恳
请交通部门尽快解决当地居民的出
行难问题。 一读者
调查附记：

记者向慈利县交通局反映了此
事。 交通局回复说：老省道1801线
现为张家界至慈利的X007线，该路
段是沥青路面， 属于山岭重丘四级
公路。 因通行时间长，年久失修，特
别是近几年当地经济迅速发展 ，通
行车辆与日俱增， 而且沿线分布有

砂石厂、铁矿厂，超载超限车辆大大
超过了路基路面设计标准，对路基、
路面造成严重损害， 导致通行能力
下降， 投诉所涉路段就正在沙场集
中的路段。

该路段通行状况的改善需要全
面改造，进行大中修工程。 而目前县
交通局现有的所有经费均来源于县
财政拨款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计划投
资。 由于目前没有该路段的大中修
工程计划，只能加强日常养护作业，
以保障道路基本能够通行。 为彻底
改善该路段的通行状况， 县交通局
正在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省厅申
报工程投资计划，争取在 “十二五 ”
期间国省干线公路改造之际对该路
段实施彻底改造， 以保障沿线居民
的正常通行。

本报记者 田燕

9月22日上午 ， 记者乘车从衡
阳去长沙 ， 8时50分左右 ， 到昭山
服务区上厕所， 一进厕所就闻到一
股臭味 。 记者推开 10多个厕所的
门， 只见个个厕所的蹲位里都堆满

了粪便， 臭不可闻。 为何没有服务
人员进行清扫？ 高速公路服务区作
为高速公路对外的服务窗口， 厕所
都管理不好， 实在不应该。

本报记者 朱章安

投诉
网上投诉请登录湖南在线新闻网站ｗｗｗ．ｈｎｏｌ．ｎｅｔ

直通车

日前， 本报接到耒阳读者的举
报： 耒阳市导子乡群联村煤矿， 多
年来一直存在违法组织生产的现
象， 该矿技改建设工程还未申请验
收就擅自组织生产， 盼望媒体披露、
湖南煤监局予以查处。

9月17日， 湖南煤监局局长宋元
明指示执法监督处负责人约见记
者， 表示要严肃查处。 针对目前严
重存在的假关闭、 假整合、 假技改、
超深越界等 “三假一超” 以及风井
出煤、 瓦斯抽放系统运行不正常组

织生产等非法违法行为， 湖南煤矿
安全监察局正在全省开展煤矿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并邀请记者参
加查处行动。

当天下午， 由湖南煤监局执法
人员、 媒体记者和知情群众组成的
检查组， 赶赴耒阳市对三都、 导子
等乡镇的部分煤矿进行了突击监
察， 对三都镇通风不良、 关闭措施
不达标的明冲煤业公司给予了现场
纠正和口头教育。 在导子乡群联村
煤矿， 检查组深入矿场、 机房等进

行认真检查， 发现了多处安全隐患，
责成该矿及时予以整改。

目前， 湖南煤监局检查组已对
衡阳、 娄底、 邵阳共13家煤矿进行
了明察暗访， 依法依规对耒阳市群
联村煤矿和冷水江市龙盘山煤矿违
法生产处以罚款， 并对冷水江市龙
盘山煤矿作出了吊扣煤矿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处理。 9月23日， 煤矿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攻坚战第一阶段查处
行动圆满结束。

华陈勇 袁仲贤

●澧县：公厕建后为何
不开放

1527361xxxx：在澧县县
城州后街，由政府出资兴建了
一座公厕。 公厕建得很漂亮，
公示牌上有正规的条文、责任
人、监督电话等。 可令人遗憾
的是，街道居民却称之为“铜
匠公厕”（铜匠是指一把锁）。
原来， 公厕一年到头不开门，
责任人蒋某说由于厕所是包
干的， 水电费等上面概不负
责，由于“生意”不好划不来，
他只得锁门。一个顺民意而建
的工程， 却引得群众怨声载
道， 相关部门应该思考一下，
怎样才是方便群众。

●蓝山：农村安装宽带
怎么这么贵

1867354xxxx：我是蓝山
县新圩人，最近想装宽带，可

去电信问， 说一年要将近2000块费
用， 装宽带就一定要送你个手机固
话， 不要就不给装宽带。 我已有手
机，要这么多电话干什么呀。对我们
农村人而言，买台电脑已经很贵了，
装个宽带还要这么多钱， 哪里负担
得起呀。

●长沙：平安保险为何不退
我的保证金

1877339xxxx：去年底，我到中
国平安保险长沙天玺区铭富部工
作，入职前交了500元“保险从业人
员保证金”。按照规定，职工如果不
干了，应退还这笔保证金。 但今年2
月，我就办理好了离职手续 ，到现
在有六七个月了，这笔保证金还没
有退还给我 。 公司以各种理由推
脱，让人无奈和气愤。

●长沙：学校迟迟不寄档案
影响学生就业

1582458xxxx： 我是浙江人，是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11届毕业
生。 今年毕业参加工作，由于毕业生
档案是由学校邮寄的， 所以我一直
等着档案到我的原籍。 但眼看其他
同学的档案都到了， 我的却迟迟未
到。 后经询问， 是学校把地址写错
了，档案被退回学校。 九月初，我又
把新的地址给了学校， 等了两星期
还是不到。 经询问说是工作忙还未
寄出。 又过了一星期，我再去问，学
校说近期不会寄。 毕业生办报到手
续有时间限制， 学校迟迟不给学生
寄档案将会影响我们就业。

本专栏编辑 田燕

隆回县七江乡寨冲村村主任黄
雄吉几次来到本报， 向记者述说他
们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希望
能得到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更多的
帮助和支持。 早些天，记者来到寨冲
村与村民座谈，边走边看。

寨冲村地处隆回七江小平原，周
边有山林、水库，自然条件优良。 全村
有2000余人，15个村民小组， 水田978
亩，但人均收入仅1100元/年。 黄雄吉
说， 近几年， 由于乡政府的重视和帮
助， 村里的基础设施有了一些发展，
2008年进行了农网改造，2009年修通
了村道，今年在乡政府的帮助下，村里
又争取到了改厕工程和引水工程，农
网完善工程也在施工中。 10月份，村里

纳入农村养老保险。 这些好的政策帮
助村民改善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
但农民仍缺乏赚钱之道。

2009年村里人学种茄子。 4户人家
投资40万元，种了100余亩茄子，半年
下来也有盈利，但也遇到了技术、管理
跟不上，销路不畅等困难。 14村民小组
组长罗教友说， 希望县农业部门能够
提供技术指导， 涉农扶持信息能及时
告诉我们。 现在一些有扶持资金的项
目，等到村里知道去争取时，扶助资金
已经分配完了。今年村里计划种萝卜，
种植技术和销路就是一个难题。

10村民小组组长王育贤说，村里信
息闭塞，村里几乎没人会用电脑，整个
村里也只有一台没上网的电脑，消息不

灵，发展受限，如果有人能够帮助村民
进行电脑技术培训也是好事一件。

寨冲村新修的村道寄托了村民
发展旅游致富的希望。 走过一段烂石
路，记者看到了新修的水泥路一直延
升到望云山景区。黄雄吉说，这条路修
了3年还没修完。村道计划修4公里，现
在还有1.7公里村道没有修好。 为了修
这条路，县委钟书记特地到省里争取
了近20万资金，给村里很大的支持，可
是资金的缺口仍然很大。

座谈中，村组干部认为乡镇干部
为了村里的发展做了不少实事 ，但
希望乡镇干部能更贴近群众， 给他
们更实在的帮助和支持。

本报记者 田燕 史学慧

编辑同志：
我是花垣县腊乙村妇代会主任

田金珍，想借党报反映一件烦心事。
最近， 有人假冒上级单位推销书籍
现象十分猖獗， 给我们基层的同志
造成很大的困扰。 希望有关部门刹
刹这股歪风， 减少及消除我们最基
层干部的烦恼。

前不久，我接到一个外地电话。电
话里的人操着普通话，自称姓李，在中
央组织部工作。 他说从报纸上看到了
我关爱留守儿童的事迹， 要给我寄一
套儿童教育的读物过来。 我觉得这是
好事，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个星期后，
我就收到了一个厚厚的包裹， 里面装

着5本大书刊， 却没有邮寄的具体地
址。 不久， 姓李的来电问我是否收到
货， 要我按照一个账号汇2000元钱过
去。 我吓了一跳，说我以为是送的，这
么贵的书我买不起，只能寄回去。对方
反复说不行， 并说你一个名人答应了
不算数很难办。两天后，姓李的又打电
话过来，我自然不肯答应他的条件。于
是他的电话一个比一个急， 口气越来
越恶劣。 白天打，晚上打，半夜三更都
打， 最后威胁说不寄钱就要告我商业
欺骗罪，甚至上门闹事等等。我不太懂
法律，真的有些害怕。 换电话吧，怕很
多人找不到我；不换电话吧，他每天无
数个电话让我心慌意乱； 我设号码黑

名单，他就换号码打，让人烦躁无比。
有一天，我和邻村的支书讲这个

事。 他听后，惊愕地告诉我有人也给
他寄过书，情节和我大概相似。 我又
问了几十个村干部， 大都遭遇过类
似情况。 寄书的单位五花八门，有冒
充中组部的、武警消防总队的、省委
的、省委宣传部的。 有的村干部不堪
其扰， 就和骗子讨价还价寄去两三
百块钱， 当真就不再骚扰了。 后来，
我和县委组织部一位同志说了这个
事，他说那都是些骗子，并鼓励我莫
怕，我才真放了心。

田金珍 口述
花垣县委组织部 杨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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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出现巨坑无人管
一家3口1死2伤

湘乡受害人呼吁关注农村公路安全

高速临湘服务区高价强制修车
山东司机说，简直就像在抢钱，太影响湖南的形象了

老省道年久失修
零阳镇居民出行难

9月23日， 保靖县水田河镇中
心小学学生高兴地坐上公交车回
家。9月20日，本报刊发《谁为他们的
安全负责》的新闻图片后，学生的
交通安全问题引起了该县的高度
重视。 从当天起，该县专门安排了
公交车，接送33所偏远地区寄宿制
中小学校的学生上学、放学。

黄益民 张承印 摄

平安回家

从黄金东路远眺尚未开发的谷山。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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