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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曹国期父子分别驾机在翻耕稻田。曹国期是益阳赫山区龙光桥镇
汪家堤村的种粮大户，今年租种稻田3200亩。农亊催人急，父子俩决定不等过
完元宵节就投入到春耕生产中。 宁党保 摄

月桂聊天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万家灯火元宵闹,一碗汤圆瑞气盈。”3月5日元
宵节，今年的元宵是赏不到月了，不过元宵节最重要
的是团圆， 吃上一碗又香又糯、 寓意团团圆圆的汤
圆，算是给美好的春节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按民间的传统，在正月十五元宵夜，人们要燃放
焰火，观灯赏月，阖家团聚，共吃元宵，可谓其乐融
融。在湖南的乡下，元宵之夜会把家里所有的灯全部
打开，灯火通明寓意新的一年道路光明、红红火火。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元宵节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被称作

“中国情人节”。在古代，平常女子都是“三步不出
闺门”，只有到了元宵节，才可以出来夜游观灯，甚

至幽会谈情。
今年的元宵佳节正逢阴雨雪天气过程， 雨雪天

气对观灯赏景会有一定影响。不过，相偎雨伞下细看
花灯闪烁，或者一家人能在一起吃一碗汤圆，也是挺
幸福的事。

花前灯下，团团圆圆，甜甜糯糯，各种美好事物，
都在元宵节一一呈现。只是，过了这日，春节就真的
要结束了，上学的、做工的，再也没有理由懈怠，远行
的人们也得收拾行李奔前程了。

省气象台预计， 5日至6日湘北、 湘西北有雨夹
雪；7日至8日雨雪减弱，湘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
他地区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到9日，省内大部分地区
天气都将转为晴好。雨雪天气，道路难行，祝愿外出
的人们，一路平安。

湖南日报3月 4
日讯 （李治 ） 长沙
市提交的 《关于取
消我市城市路桥通
行费年票制收费方
式和暂停城市路桥
通 行 费 征 收 的 请
示》， 近日已获得省
政府办公厅正式复
函， 该市相关部门
今天证实了此事。

复函称 ： 经省
人民政府研究， 同
意长沙市自2015年1
月1日起取消城市路
桥通行费年票制收
费方式并暂停城市
路桥通行费征收。
复函同时要求： 长
沙市今后如需继续
征收城市路桥通行
费 ， 应 严 格 按 照
《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 和国家、 省有
关规范收费管理规
定重新报批。

此前， 长沙市
多个城市路桥征收
点已于今年年初暂
停收取城市路桥通
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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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可在火车站
免费上无线网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毅 李镁铭）记者今日从广铁集团获悉，在春
运期间，旅客可在长沙、长沙南、株洲、怀化、衡
阳等省内94个车站免费连接站内WIFI上网。

广铁集团介绍，在长沙火车站、长沙南站，
只需搜索@GZTLFree即能免费连接WIFI。

记者在长沙火车站看到， 在车站各候车室
内还设有“手机加油站”，可供旅客免费充电。长
沙火车南站则在进站层的南侧电梯旁， 设置了
免费手机充电站。

“雁之情”助重点旅客
便捷乘车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程湘 刘书彬

“你好，我是一位盲人，双眼看不见东西，请
问能帮助我进站上车吗？”

3月3日16时10分，正在衡阳火车站进站口
“雁之情”服务台值班的苏中接到了一名旅客打
来的求助电话。

10分钟后， 苏中带着服务队员在进站口前
找到了拨打热线的旅客刘正清。

原来，刘正清购买了3日K6632次车票准备
从衡阳返回广州。刘正清由于双眼失明，行动不
便，又是独自出行，无法进站，只好在他人的帮
助下拨通了衡阳火车站“雁之情”服务热线。

获悉具体情况后， 苏中立即安排服务队员
将刘正清带到了重点旅客候车室， 并安排专人
看护、送车。考虑到刘正清所乘的车次于当日21
时43分开车，还有一段较长的候车时间，苏中又
特意买来矿泉水、方便面给他作为晚餐。

今年春运期间， 衡阳火车站在进站口搭设
“雁之情”服务台，配备小推车，为老、幼、病、残、
孕等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咨询引导、 接送车和运
送行李等服务。

自2月4日春运以来，“雁之情” 服务热线共
接听各类求助电话110多个， 服务重点旅客
2000余人次。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我们为政府顺应民意的做法点赞！”今
天下午，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欧爱民教授
在听到省政府办公厅已正式复函，同意长沙
市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城市路桥通行费
年票制收费方式、并暂停城市路桥通行费征
收的消息后，欣喜不已。

据欧爱民介绍，2014年4月，湘潭大学法
律诊所所长吴玉姣同学召集了法学院研究
生及本科生共13人，在胡肖华、欧爱民、尹华

容、胡军辉、蒋新、邓春梅、邹琳、穆远征、宁
洁等教授、博士指导下，围绕“路桥通行费的
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讨，认为《长沙市
贷款建设的城市路桥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
办法》在征收对象、征收方式、滞纳金的设定
等方面存在重大违法问题。

同年4月30日，师生们根据《立法法》、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湖南省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条例》，向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
寄发了审查建议书，要求废止《管理办法》中

的相关违法条款。随后又向长沙市路桥征费
维护管理处、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管理委员
会、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政府提交了《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书》。

“师生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这是我
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典型案例，具有深远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欧爱民说，6年前
湘潭市政府发文取消路桥费年票制的做法
也与该院师生的努力密不可分。

湖南日报3月4日讯（李治）“长沙取消城
市路桥通行费年票，一年可以省下几百块钱
啊！”今天一则消息在网上广为流传，市民们
拍手称好。

在芙蓉路君逸康年大酒店写字楼上班
的何女士家住左家塘，自从长沙市机动车年
检取消路桥费检查后，她就没有再交路桥费
了。“这个费用我一直觉得不合理，从媒体上
看到，有人大代表认为，市民早就交过了燃
油税等税费，不需要重复缴费，更加坚定了
我的信心。得到省政府确认暂停收费的消息

后，这下就更安心了！”
“顺应民意，顺应时势，结合了长沙的实

际情况，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民革长沙市委
副主委薛开伍长期关注路桥费的通行情况，
还曾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和其他代表联名上
书，建议取消长沙市路桥费。省政府对此答
复，为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政府主要领导早
就要求有关部门专题研究，并责成长沙市政
府充分听取各方不同意见， 尽快认真研究，
科学慎重决策。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

对于公民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 湖南纲维
律师事务所陈以轩律师对今天的结果不感
到意外，同时表示应从法律的源头上去澄清
一些问题，彻底实现法律的公正性。

王先生是一名职业司机。 为避免麻烦，
他每年都按照政府部门的规定，缴纳所有征
收的费用。交，不后悔；不交，则更开心。“对
于大老板，几百元是小数字，对于我们老百
姓来说，倒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每年省一
笔钱，可以为老父母买一些好吃的，为孩子
置办一些学习用具，我觉得挺开心的！”

“我们为政府顺应民意的做法点赞！”

停收路桥费 市民拍手称好
春运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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