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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易阳

娭毑、 爹爹来了， 妹陀、 满哥来了， 地铁
建设者来了， 为地铁建设腾地拆迁的农民也来
了……4月18日， 长沙地铁2号线市民试乘活动
的第一天， 众多持券市民纷纷抢先感受地铁的
方便快捷。

地铁车站清爽简洁

上午9时30分， 记者从五一广场地铁站的7
号出入口进入车站。

坐着电梯进入负一层的站厅层， 这里是供
乘客买票进闸的地方， 站内宽敞明亮， 灰色地
面、 白色墙面， 给人感觉清爽简洁， 上下电梯
是智能型的， 没有乘客时基本保持不动， 乘客
一上去立马徐徐运动起来， 很是方便。 站内每
隔几十米摆放着一台空气净化机， 将净化后的
新鲜空气吹向各个角落， 让人感觉不到气闷。
正式营运时需要刷卡或投币才能打开的闸口，
现在全部打开了， 记者轻松地过闸， 来到负二
层站台层候车。

站台墙面上， 有着醒目的中英文站名， 全
封闭的屏蔽门将轨行区和候车区隔开， 屏蔽门
的上端标注着列车行进方向及线路图， 让人一
目了然。 候车区的上空， 吊着一台大屏幕彩电，
除了转播地铁电视外， 还标注了下一趟车到来
的时间。

记者一看， 下一趟车到来还有8分钟， 于是
先上了下洗手间。 洗手间内也有一台小型的空
气净化机， 喷射出一股臭氧， 使厕所内没有臭
味。 旁边还有个无障碍洗手间， 可以方便残疾

乘客“方便”。
“开往光达站的列车即将到站， 请您站在

黄线外有序乘车。” 听到站内广播， 记者连忙上
了车。

地铁运行快速平稳

可能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的缘故， 车厢内的
乘客并不多， 每个人都有位子坐。 记者身边坐
了一对老夫妻， 我们愉快地交谈起来。

83岁的李绍祥老人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工
作， 当年乘坐过我国的第一条地铁———北京地
铁1号线。 “那个年代在首都坐地铁感觉很骄
傲、 很自豪， 我心里就在想， 什么时候在我的
家乡长沙也能坐到地铁， 那就太幸福了。 今天
圆了我几十年的一个梦！”

李老的妻子周长林娭毑笑呵呵地说： “坐
起来很舒服， 又快， 和别的城市比， 我们长沙
地铁一点也不差！”

“以后可以坐地铁去五一路逛街了。” 周芬
琳女士从金星中路站上车， 10来分钟就到了五
一广场站。 她说， “地铁方便省时不堵车， 乘
车环境也舒服， 比自己开车省心多了！ 希望其
他几条线也早点修好， 相信会有很多人选择这
种出行方式！”

乘坐时记者注意到， 除了到站和开动的时
候， 车辆会略微震动一下， 整个运行还是相当
平稳的。 车内的手机信号也基本不受影响， 但
车辆运行时的噪音让通话时听不太清楚。

一路愉快地交谈， 很快， 车辆到达了终
点———光达站。 站台上， 不少光达村的村民正
在等待试乘。 29岁的黄琛介绍， 光达站所在的

位置正是自家以前的农田， 为了长沙地铁建设，
自家的农田、 房屋都征收了， “支持地铁建设，
这是应该的！” 村民黄建城告诉记者， 以前进一
趟城， 要先走1公里多的村路到黄江公路， 搭
中巴到火车南站， 再转公交车进城， 没有2个
小时到不得岸。 现在有了地铁， 感觉真是太方
便了。

我自豪， 我是地铁建设者

记者坐上回程的车， 在袁家岭站， 上来一
群穿工装的小伙子。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的张宁， 负责
长沙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到湘江中路站沿途5个
站的机电安装及设备装修， 在地铁站里工作了
一年多。 今天， 他也和他的伙伴一起来乘坐自
己亲手修建的地铁。

“我刚进场不久， 我老婆就生下了儿子。
一年多的时间里， 老婆经常在电话里跟我说，

‘我都感觉好久没见到你了， 我和儿子没醒你就
走了， 我和儿子睡了你还没回。’ 现在看到自己
的建设成果， 我觉得特别自豪， 明天是周末，
我一定要带着老婆儿子一起来坐地铁。” 张宁笑
呵呵地告诉记者。

和张宁一样， 郭友利是地铁2号线湘江中路
站站长， 地铁完工后， 他找到了张宁要一张免
费试乘券。 张宁问他， 每天都在地铁里坐来坐
去， 你还要试乘?郭友利道出了自己朴实的心
愿， “我想要穿着工作服， 背着工具箱， 拿着
试乘券到我建设的湘江中路站里照一张相片。
等我老了， 可以把相片给孙子看， 告诉他， 这
是爷爷当年建设的地铁。”

本报4月18日讯 （记者 陈永刚） 在长沙地
铁里丢东西了怎么找回？ 捡了东西如何寻失主？
试乘首日， 一名记者把证件遗失在地铁里， 虽
经地铁工作人员热情地多方联系寻找， 仍未能
找回。 他发微博表示： “长沙地铁试乘舒适，
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但在失物招领等便民服务
设施建设方面， 似乎还有点点小欠缺！”

“是的， 我们试乘除了向市民答谢、 展示
地铁建设成果外， 也是为了发现问题、 及时解
决。” 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表
示， 市民如果在试乘过程中发现了什么问题，
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都可以@“长沙地铁”
官方微博或“湖南日报” 的官方微博或微信，
我们将及时反馈给地铁公司予以解决； 对一些
重大的问题， 地铁公司还将定期收集粉丝意见，

集中归类、 分析， 找出市民普遍关注的热点，
争取尽快加以改进或者回应。

对于市民最关心的地铁卡与公交卡能否互
联互通， 长沙地铁官方回复称， 地铁2号线开通
运营时， 地铁与公交将实现互联互通。 市民既
可持地铁卡乘坐公交， 也可持公交卡乘坐地铁。
目前， 双方正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设备改造与软
件升级， 争取早日让市民享受最大便利。 老人
卡、 学生卡从4月23日起可在2号线杜花路站办
理。 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 老年人优

待证原件办理老人卡， 持卡可免费乘坐地铁。
长沙地区普通中小学生(不含高校)可办理学生
卡， 持卡可享受票价5折优惠。 地铁卡暂不办理
月卡和年卡。

有网友关心长沙地铁是否会有方言报站。
运营公司负责人表示， 由于2号线车站间距较
短， 在已有中英文标准报站的基础上， 插入方
言报站的时间不够， 所以暂未考虑方言报站。
长沙地铁已聘请专业团队录制地铁列车上的英
语播报， 并在开通试运营前投入使用。

沈德良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7日晚间发
布消息称，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4月17日人民网）

此举标志着在媒体记者近一年的
实名举报后，事件终于进入调查程序。

贪腐者落马的“桥段”，总有着惊
人的相似———面对实名举报， 宋林立
马站出来辩解，“举报内容纯属捏造和
恶意中伤”，并威胁“将通过法律途径
对一切造谣诽谤人士及机构追究民事
及刑事责任”。未料，转眼间，自己就真
的遭组织调查了。

不由得想起刘铁男案发前的 “表
演”：在遭实名举报后，刘铁男也曾授
意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出面 “辟
谣”、“澄清”，并称“将通过法律途径追
究毁谤者的责任”。

头天还在 “辟谣 ”,第二天便轰然
倒下。贪腐者出演的相类似的“桥段”，
留下一段笑料的同时， 也让民众领略
到了中央“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
心。

在涉腐有迹可循的情境下， 无论
是刘铁男的 “辟谣 ”，抑或宋林的 “嘴
硬”，都既漂白不了涉腐污点，也躲避

不了制度性反腐的“发力”。宋林被查，
既是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的必然
结果， 也是人民群众借助社交媒体积
极参与反腐的成果。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
的肌体健康， 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
的鲜明政治立场。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在加大反腐工作
顶层设计的同时， 将反腐倡廉战线向
纵深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从线上
举报到线下查处， 反腐倡廉实现无死
角全覆盖， 构筑起一道带电的反腐倡
廉“高压网”。

党风廉政建设， 是广大干部群众
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坚定不移
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
是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因此，党中央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心，得到了
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拥护。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对一切违
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
决不能手软。这是承载着党的宗旨，也
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党心、民意的集合下，保持反腐的高
压势头，就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不管
贪腐分子怎样表演， 都难逃脱受党纪
国法惩治的命运。

本报4月18日讯 （记者 王曦 通
讯员 姚瑶 万成） 4月17日， 省委常
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在常德市
武陵区检查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 他强调，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三严三实” 要求， 学习弘扬焦裕
禄精神， 净化心灵， 锤炼党性， 真正
与群众心连心， 以转变作风、 为群众
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孙建国先后来到武陵区城西街道
办事处、三岔路街道棚户区改造项目、
丹洲乡坪湖村、 城南街道体育东路社
区实地调研，并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
座谈， 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三岔路街道原灯泡厂老旧棚户区
社区管理一直是个难题， 在该市“三
改四化” 工程中， 社区党员积极发挥

作用， 昔日破旧的棚户区如今成为了
舒适宜居的花园小区。 了解到这一情
况， 孙建国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密切
联系群众，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
做法给予肯定。

孙建国指出，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天天与群众面对面， 联系群众最
直接， 一定要深入查找“四风” 突出
问题， 切实解决世界观、 人生观、 价
值观“总开关” 的问题， 既要长期坚
持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 又要认真
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严
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三严三实” 要
求， 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澡、 治治
病； 要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净化心
灵， 锤炼党性， 升华道德情操， 真正
贴近群众， 与群众心连心。

本报4月1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4月16日至18日，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深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对高寒山
区扶贫开发工作进行调研。

刘莲玉先后来到永顺县、 凤凰县高寒山区调研。 在永顺县
的灵溪镇泽树村泽树组， 当得知该村组至今仍没有集体经济后
续发展乏力时， 刘莲玉鼓励村民克服暂时的困难， 树立信心，
要巧借外力， 更要苦练内功， 增强自力更生能力， 并叮嘱村支
部书记种好自家的田地， 为村民脱贫致富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在凤凰县， 刘莲玉先后前往腊尔山镇追高鲁村、 米良乡吉乐
村、 两林乡板交村等地实地考察， 并召开了专题座谈会。 座谈
会上， 刘莲玉充分肯定了自治州在高寒山区脱贫解困方面取得
的良好成绩， 并强调要贯彻好省委、 省政府关于高寒山区脱贫
解困的文件精神， 不断创新机制， 激发内在活力， 走出一条适
合自身、 具有湖南特色的脱贫致富道路。

据了解， 自2011年自治州启动高寒山区脱贫试点以来，
全州归集整合各类资金6.63亿元， 对256个高寒山区贫困村进
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完成了0.8万栋近65万平方米的农村危
房改造， 解决了3.5万人的住房问题； 兴修水利工程1628处，
解决了20万人饮水困难； 架设农村电网0.56万公里， 解决了
5.2万户村民用电难问题； 修筑了186条共1391.3公里长的村组
道路， 完成了125个行政村道路的路面硬化。 2013年， 该州高
寒山区人均纯收入达到2469元， 比2010年增长了56.8%。

本报4月18日讯 （记者 易禹琳
柏润） “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
今日上午， 在中华名楼岳阳楼下， 面
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 “高铁遇上游
轮” 旅游 （岳阳） 结盟活动暨“中国
最美山水城、 快乐起点岳阳楼” 湖南
黄金旅游线路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来
自京广高铁沿线、 长江沿线的全国31
个城市在岳阳结盟， 打造中华山水
“最美十字飘带”， 开创区域旅游合作
新纪元。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明华
宣布旅游结盟活动启动。

交通改变旅游， 旅游改变生活。
京广高铁贯穿中国南北， 长江横贯东
西， 交汇于岳阳， 沿线沿岸旅游资源
丰富。 由湖南省旅游局、 岳阳市政府
主办的“高铁遇上游轮” 全国31个城
市旅游 （岳阳） 结盟活动旨在利用交
通大发展的契机， 加速推动旅游区域
合作， 促进长江沿岸和京广高铁沿线
旅游城市旅游文化产业交流发展， 开

辟“中国岸线” 黄金旅游线路， 实现
资源共享， 利益共赢。

此次活动云集了上海、 重庆、 南
京等长江沿岸8个城市； 北京、 广州、
郑州等京广高铁沿线20个城市； 益
阳、 常德、 张家界等长沙及环洞庭湖
生态经济圈城市。 31个城市达成 《岳
阳共识》， 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
游整体形象， 实施中国大交通旅游
“蓝海战略”， 共建合作机制、 联手宣
传促销、 制定优惠政策、 共享信息资
源、 共享投资项目等。

启动仪式后， 31个结盟城市还开
展了中国“一部一带” 旅游发展战略
暨中国洞庭湖博览园推介研讨会。
“中国最美山水城” 湖南黄金旅游线
路： 岳阳———常德桃花源———张家界
武陵源开始踩线活动。 省旅游局局长
张值恒表示， 希望“高铁遇上游轮”
结盟活动能打造成中国区域旅游合作
发展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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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国在常德督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要求

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要巧借外力，更要苦练内功”
刘莲玉在自治州调研高寒山区扶贫工作

“高铁遇上游轮”

全国31城市旅游岳阳结盟

4月18日晚， 嘉禾县新区棚户区改造工地， 农民工在观看爱国主义影视片。 该
县开展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设立学生、 农民工、 机关干部职工
等专场， 组织各数字电影院、 农村流动电影放映站深入学校、 乡村、 工地等处进
行公益放映。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