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尹婷 杜东升）这个双休日，大范围的强降雨
袭击了三湘大地。 省气象台今天凌晨连发两
个暴雨蓝色预警，气象专家称，12月还出现如
此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可谓历史同期少见。

据气象资料显示，12月上旬全省平均气
温偏高，旬雨量明显偏少，不过，自14日起至
16日， 湖南少雨干燥的天气格局被打破，转
而被大范围的强降雨所取代。15日8时至16
日8时，全省平均降雨量达23.9毫米，较强降
雨出现在湘中以南地区，包括郴州在内的10
县市出现暴雨， 其中蓝山县日降雨量达73.1

毫米。
据省气象台介绍， 近期暖湿气流异常强

盛，加之北方有冷空气入侵，冷暖空气交汇使
得强降水应运而生。 湖南的雨季一般是3至7
月，雨季过后，8至11月，受台风影响，部分地
区仍有强降雨，通常强降雨在11月收尾。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省内弱
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较低。预计17日全省天
气自西向东转好；18日至20日受分股南下的干
冷空气影响，全省云系多变，湘西、湘北部分地
区早晨将出现霜冻天气；21日至22日受高空西
北气流控制，省内天气较好，气温回升。

12月强降雨，罕见

黄祖示在韶山老家参加劳动。
本报记者 曹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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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黄歆）12月13日， 省物价局会同株洲市政府
今天在株洲市石子头社区召开湖南省落实
价费优惠政策现场会，通报全省,特别是株洲
市惠民价费优惠政策执行情况， 并对低保
户、五保户等困难群体应该享受的价费优惠
以现金方式发放到现场群众代表手中。

为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在医疗、 住房、
取暖、子女入学、水电煤气等六个方面的实
际问题，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
受到影响，我省价格部门自2002年起开始实
施价费优惠政策，先后多次发文明确：凡城
镇五保户和持有民政部门颁发的《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低保户均可享受
每户每月免交4-8吨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
费、免交4-6立方米管道燃气或天然气费、免
交10度照明电费、减免5.5-7.5元有线（数字）
电视收视费以及免收医疗服务挂号费，减半
收取诊疗费。部分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还增

加了优惠力度，如长沙市对低保困难群众按
每罐优惠25-30元供应瓶装液化气。经统计，
2012年1月以来全省对困难群体优惠水费
2724.77万元， 电费5798.49万元， 燃气费
442.59万元，有线电视费3456.68万元，就医
挂号费、诊疗费2699.05万元，各项优惠措施
共计优惠金额达1.51亿元。惠民价费优惠政
策自2002年实施以来，全省优惠总额累计达
18亿元之多。

今年8月，为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位，省
物价局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在全省部署了惠民价费优惠政策落实情
况专项检查。检查发现，全省各地价费优惠
政策落实情况整体较好，但也有少数因不在
户口所在地居住、水电表一表分多户、使用
量达不到优惠量等客观原因无法落实到位。
为此，省物价局与地方政府联合开展落实价
费优惠补贴政策活动，使物价工作更加贴近
基层、贴近群众。

18亿元惠泽低收入人群
2002年以来全省价费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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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晶琎

12月13日上午， 平江县安定镇洋海
村萧家小学的110名孩子，好奇地打量着
停放在操场前的一辆崭新黄色校车。

孩子们对这位“新朋友”感到陌生又
亲切。“以后我们可以坐这辆车上下学了
吗？”四年级的汤雯雯问道。

校长汤武仁高兴地回答：“是呀！这
是通平高速公路爱心小分队筹措大部分
资金和3个村的爱心互助站发动捐款为
我们购买的。以后，你们不用爸爸妈妈跑
几公里路接送了。”

汤武仁在萧家小学任教33年， 此前
早已习惯了没有图书室、没有校车、困难
学生交不起学费的艰苦条件。然而，今年
下半年起，这一切都改变了。

汤武仁告诉记者， 今年8月以来，通
平高速公路爱心小分队了解到学校和村
里的实际困难后， 开始不定期上门走访
和慰问困难学生， 为9名留守儿童和4个
困难家庭的学生缴清了学杂费。 爱心小
分队还自筹资金为学生购买了近万册图
书，建立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图书室。

“我们和他们素不相识，却感受到了
他们善良的心。”汤武仁说。

通平高速爱心小分队于今年7月底
成立，5名成员均来自通平高速公路扫尾
小组。他们主要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自
筹资金，在平江县的3个乡村开展以“责
任中国” 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包括关爱留守儿童、水利设施援
建、帮扶困难群众等爱心促进活动。

“通平高速公路在施工建设期间，就
一直在为沿线群众积极开展各类爱心互
助活动，” 爱心小分队负责人傅强介绍，

去年年底，通平高速建成通车，大部分工
作人员转岗至其他项目， 如何让爱心接
力成为他们思考的问题。

“高速通车进入扫尾， 但爱心不能
‘扫尾’。”在傅强的感召下，通平高速公
路扫尾组成立爱心小分队， 并首先选取
平江县安定镇秋水村、 秋湖村和洋海村
进行定点帮困扶贫。

平江县安定镇镇长黄益武介绍，这3
个村80%的农户为留守儿童家庭， 困难
家庭占了近四成，是典型的贫困山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傅强认为，
奉献爱心不仅仅是捐款捐物，更要让这种
理念和精神深入人心。爱心小分队牵头，捐
赠启动资金， 在这3个村成立了爱心互助
站，号召村民踊跃参与，相互帮助。

平江县安定镇洋海村村党支部书记
汤有沅深有感触：“以前总认为献爱心是别
人、富人的事，现在，通平高速爱心小分队
在给我们捐款捐物、修路建坝的同时，我们
村里的爱心互助站也积极参与进来，村里
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也多了起来。”

既是被救助者， 也是献爱心者。目
前， 萧家小学的不少老师和学生也组织
成立了爱心互助站， 对困难学生或同学
进行功课辅导等帮助，让“奉献爱心”在
学校形成浓厚氛围。

今年8月至12月中旬， 通平高速爱心
小分队与4个爱心互助站，通过现场调研、
协商解决问题，为所有关爱慰问对象建立
了详细的爱心档案，为许多留守儿童、贫困
户、重病号解决了实际困难，为秋水村修建
了5个堰坝，解决了大量农田的灌溉问题。

连接湘鄂两省的通平高速公路已于2012年底建成通车，但在这条高速公路沿线
山区开展的爱心公益活动，还在继续传递———

爱心不会“扫尾”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丁涛

【判决结果】
日前，汉寿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判
决被告孙某按照北京地区标准赔
偿原告金某残疾赔偿金及误工费
等损失共计26万余元。

【案情回放】
家住汉寿县坡头镇的金某，从

2009年11月起一直在北京市朝阳
区工作， 并居住在朝阳区。2013年
5月，金某回湘省亲。当月25日，金
某搭乘被告孙某驾驶的湘J3J872
小型轿车去长沙，在高速公路上与
陈某驾驶的湘HH2256小型轿车刮
擦，湘J3J872轿车失控冲出护栏，
致金某左外耳廓缺失、全身多处挫
裂伤及脑震荡。 金某住院治疗25
天。经司法鉴定，金某伤情构成8级
伤残，需休养3个月、安装假耳，后
期治疗费约4—5万元。

交警部门认定孙某超速行驶，
应负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湘
HH2256小型轿车的机动车交强险
承保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无责限
额内向金某赔偿11000元。但金某
要求孙某及保险公司按照北京地
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赔偿
其残疾赔偿金，孙某及保险公司认
为金某户口在汉寿农村，只能按农
村居民标准赔偿。 双方协商不成，
金某诉之法院。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祝鸿凌法官说，金

某虽然为农村家庭户口，但其受伤
前已连续在北京生活、工作近4年，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
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
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 残疾赔偿
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
的计算， 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结合受害人住所、经常居住地等因
素， 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支出） 或者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
的标准”， 可参照北京市城镇人口
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其残疾
赔偿金，遂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内赔偿金
某各项损失19000元， 判决孙某赔
偿金某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精神
抚慰金等各项损失263226.7元。

【温馨提示】
户口不再是公民个人身份、权

利的标签。农村居民在城市工作生
活一定时间后， 人身受到伤害时，
可参照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标准
获得赔偿，通过法律途径谋求自身
合法权益的最大化。

12月13日，萧家小学的学生坐上了新校车。 本报记者 邓晶琎 摄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洪波

向守清： 文化遗产不应
是影响百姓生活质量的累
赘，而应给百姓带来幸福。

踏着千年的青石板路，穿
行悠长的古城街，眼观古色古
香的建筑群和巷陌中的寻常
人家，感觉人在画中。近日，与
洪江市委副书记、市长向守清
漫步黔阳古城，记者亲身感受
到这里厚重的历史气息。

站在芙蓉楼上， 向守清
介绍， 黔阳古城是洪江市治
所在地， 自汉立城距今已有
2200多年历史，唐代诗人王
昌龄在这里写下了“一片冰
心在玉壶”的千古佳句，古城
内古建筑群和芙蓉楼被列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
而，古城过去可以用“旧、贫、
乱”3个字来形容， 基础设施
滞后、建筑物破旧，居住在这
里的上万群众大都比较贫
困，且居住条件差。

向守清说， 在推进城市
化进程中， 洪江市面临着文
化遗产保护和改善民生的双
重任务，必须统筹兼顾、协调
发展。为此，市委、市政府确
立了“保护古城、旅游兴市”
战略，高起点、高标准编制了
古城保护规划， 全力打造国
际旅游目的地城市。近年来，
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启动
了古城墙、钟鼓楼、老爷巷、
万寿宫、南正街、芙蓉楼、危

家院子等改造项目， 使一批
文化古迹得以修复。 今年9
月，黔阳古城获评国家4A级
旅游景区。同时，政府出台鼓
励政策， 促进古城演艺、酒
吧、家庭宾馆、特色小吃等第
三产业的发展， 使居民在家
门口创业、就业。

“文化遗产不应是影响
百姓生活质量的累赘， 而应
给百姓带来幸福。” 向守清
说，在保护古迹的前提下，市
里在古城区实施“背街小巷”
整治工程， 让住在老宅子的
居民用上了自来水、 抽水马
桶，并实施了“三线下地”项
目，消除了古城安全隐患。还
修建沿江风光带， 提升了古
城品位。

“古城得到保护，文化得
到传承，城市功能得到完善，
旅游红红火火， 居民安居乐
业……” 向守清饱含深情地
说：“这是百姓的愿景， 也是
政府工作的目标。”

让古城居民安居乐业
———访洪江市市长向守清

向守清 杨锡建 摄

县（市、区）长 话民生

韶山� 情思 将军回乡当“牛倌”

以案 �说法

在京务工回湘省亲遇车祸,经法院判决———

按在京标准获赔

本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周翼

“我是韶山人，和毛主席同乡。毛
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
曾到我们这里搞过调查研究。我很小
就听我的祖父和父亲说起过。”近日，
在韶山市永义乡长湖村采访湖南省
军区原副政委黄祖示时，他开门见山
地对记者说。

在这个诞生过湖南共产党党组
织早期重要领导人彭公达、林蔚的村
子里，黄祖示从懂事开始就接触了革
命，知道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家和他
家里只隔了十几公里路。他对毛主席
的感情终生不渝。

1957年修韶山水库，风华正茂的
黄祖示被推选为工地民兵营长。他带
领广大青年日夜奋战，只用不到两年
的时间，就把水库修好了。随后，他被
派到毛主席故居所在地担任生产队
长。1959年初任民兵营副营长 , 率领

民兵参加修建韶山青年水库。同年12
月,应征入伍,当上了一名防化兵。

“我当兵的历史，就是读毛主席
著作的历史。毛主席的思想已渗透到
我的血液中。”入伍后，黄祖示读完了
《毛泽东选集》1-4卷， 写下了13本近
30万字的学毛著笔记，并先后在《红
旗》、《解放军报》等刊物上发表了5万
多字的文章。“1964年4月， 叶剑英元
帅要我到北京向军事科学院的学员
们作报告，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
验。 同年五一劳动节 , 毛主席和周总
理、 少奇同志等都亲切接见了我。毛
主席也知道我来自他的家乡。” 黄祖
示自豪地说。

黄祖示在1962年和1963年全军
和广州军区技术尖子大比武中，摘取
了“武状元”的桂冠。“模范党员”、“五
好战士”、“优秀班长”、“学雷锋标兵”
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等诸
多荣誉纷至沓来。“我当时并没想那
么多，只想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此后， 黄祖示参与过中国原子弹
空爆核辐射和放射性沾染取样检测，
镇守过西南边关， 参加过抗洪抢险。
1999年4月，他从湖南省军区副政委任
上退休。

当兵几十年， 家乡人民的生活情
况是黄祖示最为牵肠挂肚的。“韶山养
育了我， 当年毛主席号召我们学雷锋
为人民做好事， 今天我向雷锋学习是
为家乡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助一臂之
力。”退休后，他承包了长湖村300多亩
荒地，亲赴广西，购买了100头优质水
奶牛， 将50头水奶牛无偿分赠给乡亲
养殖， 办起了水奶牛科技示范养殖基
地。村民们亲切地称他为“超级牛倌”。
他还自筹千万资金， 在原有作坊式酒
厂的基础上，建起了1万多平方米的花
园式酒厂。这两项就解决就业上百人。

临别之际， 黄祖示向记者赠送了
一本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而出版的书《韶山儿女在外地》，他担
任该书总顾问。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英）不用
开胸，早期食管癌患者也可
尝试微创新技术，完成食管
癌根治术。记者今天从省肿
瘤医院获悉，该院采用“纵
膈镜辅助食管癌根治术”，
已为两名食管癌患者成功
施行手术。

48岁的朱大哥是张家
界人，2个月前他出现吞咽
困难，在当地检查怀疑为食
管癌，在省肿瘤医院胸外二
科，最终被确诊为“食道胸
中段鳞癌”。无独有偶。在朱
大哥所住病室的隔壁，49岁
的符大哥也来自张家界，因
同样的疾病住了进来。

幸运的是，二人属于食
管癌早期， 肿瘤无明显外
侵， 无明确纵隔淋巴结转
移。“像这种早期无转移的
患者， 可以尝试微创新技
术，在不损伤心肺功能的情
况下，完成食管癌根治术。”
该院胸外二科主任、主任医

师王文祥说。11月27日，在
手术组医护人员的通力合
作下， 仅耗时两个小时，出
血几十毫升，全省首例“纵
膈镜辅助食管癌根治术”便
顺利完成。第二天，符大哥
也顺利完成了该手术 。目
前， 两人恢复情况良好，呼
吸非常通畅，并能轻松与外
人交流。

王文祥介绍， 以往这样
的手术均是开胸进行， 切口
至少在10厘米以上， 并且会
损伤一系列肌肉组织， 对术
后恢复造成不良影响。 现在
这种手术充分发挥了微创技
术切口小、出血少、手术时间
短、恢复时间快、并发症少的
优点， 整体费用还能降低
20%以上。王文祥提醒，食管
癌与不良生活饮食习惯密切
相关，含硝酸盐的坛子菜、腊
肉，以及霉变的食物，甚至吃
饭太快、太烫，都可能会引发
食管癌。 偏好重口味的湖南
人，尤其应引起注意。

食管癌微创手术2小时完成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贺威） 12月15日20时25分左
右， 娄底市娄星区氐星路某
珠宝店发生一起抢劫案。 两
名戴摩托车头盔的男子持枪
闯入店内， 用铁锤砸烂柜台
玻璃， 抢走价值上百万元金

银珠宝后骑摩托车逃跑， 现
场无人员伤亡。

案发后， 娄底市、 娄
星区两级公安机关迅速组
织刑侦技术人员， 连夜开
展侦破工作。 目前， 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娄底发生一起抢劫金店案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金慧）三一
集团12月12日发布了H8系
列新品港机，其中H8正面吊
较常规产品节能效果提升
了25%至30%， 被认为是行
业最节能的正面吊。2013三
一港机年度峰会当天在长
沙举行。

三一这次共发布了H8
集装箱正面吊运机、H8集装
箱空箱堆高机和H8混合动
力集装箱空箱堆高机三款H
型系列产品。高节能、高效、
高安全性、高智能化、高舒
适性、高维修性、高回报、高
可靠性，这8个“高（high）”
是该系列产品命名为H8的
原因。通过八大方面的技术

和性能升级，每台H8正面吊
光是节能这一项就能为客
户年节约费用10万元。发布
会上，天津港、天津外代物
流、宁波安达物流等当场签
订了H8产品采购合同，和黄
集团、上海港等多家大型港
口公司也达成了初步意向。

据介绍， 在2005年以
前， 我国港口市场充斥着
KALMAR、LINDE 等 欧 美
品牌，国内无企业进入正面
吊市场。三一港机公司成立
于2004年，业务涉及港口机
械、工程船舶、海工装备三
大板块，目前正面吊、堆高
机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
到63.8%、60.8%， 彻底扭转
外资品牌独大局面。

三一研制最节能正面吊
节能效果提升25%至30%， 每台年节省

费用10万元

———访黄祖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