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乡3名特殊考生
获批每科延时30%
� � � �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陆阳 朱岁)6月6日下午，是高考生提前“探营”
的时间。当天，3位特殊考生也走进了湘乡市东
山学校考点。 因为3人均有肢体残疾， 经过申
请，在上级教育考试院同意的情况下，3名考生
获批各科考试可在总时量的基础上延长30%。

从2015年5月15日起，教育部、中国残联联
合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从2015年高考起，我
国对残疾人考生提供必要和合理的便利。规定
中首次提出，书写特别困难的考生可以延长考
试时间。

这3名考生分别来自湘乡一中、 湘乡市东
山学校和湘乡四中，均为理科生，他们中或手
指残疾，或患有脑瘫，书写困难，其中还有位双
脚走路不便，获批优先进入考点考场。

为了保证3名特殊考生的考试环境， 东山
学校考点将3名考生和少年班的考生安排在同
一间考室考试，考试终了铃响后，少年班考生
正常下考。因3名特殊考生获批每科延时30%，
考点将专门安排一组监考员正常考试时间内
在考务办公室休息，在考试终了铃响后按程序
进入考室换班监考。考室外由流动监考员负责
维持考室周边秩序，确保延时考试环境安静。

高考招生关注

胡子民

今天开始，2017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湖
南今年共有41.08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他们
将在两天严肃紧张的考试中交上一份精彩的
答卷，接受国家的挑选。

高考制度恢复四十年来， 高考已经成为
我们生活中周而复始的年度大事。 它已不单
单是考生的事，也不仅仅是教育的事，俨然成
了全民参与的一个跨度长、重视程度高、参与
人数多、涉及面广的“节日”。

事实上，从高中毕业会考后，“高考节”就
开始进入“倒计时”，从“楼吼”到“撒书”，从奇
葩毕业照到毕业舞会， 从临别赠言到建立微
信群，这个“节日”就已经像模像样地展开了。
待至临近高考，更是牵动千家万户的心：家长
的千叮咛万嘱咐，老师的谆谆教诲，学友的相
互鼓励，都在为这个“高考节”加温。

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为高考提供所能提供
的一切方便：高考期间部分道路限行，停止一切
噪音。日前，一篇《广场舞大妈高考期间息舞，被
赞深明大义！》的文章在网上被大量转发，说的是
宁远县城区范围内近5000名广场舞大妈全面开
展“静音护考”行动，在高考期间停跳广场舞10
天，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这一举措，不仅让高考

学子的家庭拍手叫好，更获得了各方点赞。
不同于其它节日的是，“高考节”里，有的

当事者是紧张、是焦虑、是惶恐、是忐忑，参与
者是希望、是鼓励、是祝福、是安慰，而普通看
客则是感受热闹，享受节日的氛围，一场“高
考经济”更引来各方商家人头攒动。

无论如何， 高考这个节日的主旋律是正
能量满满的。这样的节日，将成为许多人一辈
子的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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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首家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如法网上线
2、永州新田侦破涉案6.6亿特大网络传销案
3、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台“除虫护花”机制
4、废水直排河道、益阳开出史上最大环保罚单
5、首届中国·潇湘法治微小说全国征文大赛
6、湖南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改革 打造专利纠纷多元化解“全国样板”
7、全国首份由妇联组织代为申请且单独立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8、通道县结合“侗款”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
9、湖南省出台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
10、桂阳县“我为大家巡一夜、大家为我巡一年”巡防活动

三湘时评

高考，正能量充盈的“节日”
2016年度我省最具影响力
法治人物法治事件揭晓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陈昆仑 王惺）今天，由省委法治
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司法厅共同
主办的“2016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
人物和法治事件”专家评审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省直各机关、政法部门、省内高校、主
流媒体的21名专家学者参加评审会。

与会专家学者对活动给予了高度评

价，对参评人物与事件提出了公正、客观的
评审意见， 并现场对法治人物及法治事件
候选对象进行了无记名投票。 综合公众投
票和评委投票，最终选出“长沙县行政执法
局局长朱智勇”等10人和“全国首家互联
网+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如法网上线”
等10起事件为“2016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
力法治人物和法治事件”。

2016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1、朱智勇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局长
2、夏葛桉 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副总队长
3、吴桦源 省阳光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4、谢杨标 邵阳市洞口县司法局黄桥司法所所长
5、胡军辉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
6、张运明 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7、张庆功 株洲市荷塘区石子头社区离休干部
8、雷亚军 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9、阳国锋 长沙市望城区地方税务局局长
10、谷湘平 衡阳市衡山县人社局仲裁院主任

2016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事件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6月4日清晨，洞口县古楼乡古楼村茶
山云雾缭绕。村里年近九旬的老人袁苏连
在忙着采摘茶叶，她正在准备一批热心人
士订购的茶叶。

从早上6时忙到下午6时多，老人采摘
了2.5公斤茶叶，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

袁奶奶告诉记者， 因为自己年纪大
了，干不了重活，但家里开销又只能靠自
己一个人支撑。以前采点山货也很难卖出
去，现在多亏扶贫干部帮忙，自己种的茶
叶有人抢着要了，生活有来源了。

袁奶奶所在的古楼村是省级贫困村。
袁奶奶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随着小
儿子做了上门女婿、 大儿子无故失踪后，
家里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几年前，袁奶奶
的老伴又患上老年痴呆症，生活的重担压
在了袁奶奶一个人身上。但袁奶奶没有被
重担压倒，她每天早出晚归，精心伺弄0.7

亩茶园，并在不同季节采集蕨菜、竹笋、粽
叶等山货卖钱。她说：“我希望用自己的双
手养活自己。”

袁奶奶的困难牵动着洞口县委宣传
部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的心。工作队与镇
村干部一道，多次上门了解情况。去年下
半年， 工作队设法对袁奶奶住的D级危房
进行改造， 让老两口搬进了新房。6月1日
傍晚，工作队再次上门看望袁奶奶和她的
老伴，老两口正在吃饭。袁奶奶说，为了抓
紧时间采茶， 她是早晨6时吃过早饭就进
山，下午6时多才回家，中饭晚饭一起吃。

“袁奶奶采的茶很干净，也加工得好，
我们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帮她卖呀！” 工作
队队员看着袁奶奶佝偻着身子忙前忙后，
心中一阵阵发酸， 想尽力为她做点什么。
于是，他们在朋友圈发起认购“爱心茶”行
动，很快获得订单33份。

工作队队员还纷纷动手，帮袁奶奶包
装“爱心茶”。随着一条条微信在朋友圈发
出，订单还在不断飞来。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朋友圈销售
“爱心茶”

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马头溪村 龚安平

我叫龚安平，家里4口人，父母年事已
高，孩子还在读中学。因为贫困，与妻子离
婚多年。

为了养家糊口，多年来，我一直在广东
打工，但收入很不稳定。父母也多次劝我回
家，说他们身体差，疾病缠身，无法照顾孩
子读书。

我何曾不想回家创业， 但是一直没有
好的致富门路，不敢回乡。

2014年，驻村帮扶工作队来到我家，家
里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帮扶队员详
细了解了我家情况之后， 建议利用村里乡
村旅游发展的契机，发展土鸡养殖。

工作队多次带我外出考察，我认准了这
是个好项目。 于是， 我拿出积攒的1万多元
钱，工作队为我申请了5万元小额贷款，作为
启动资金。养殖过程中，帮扶队员还通过自
己的亲戚朋友，再为我筹措了5万元。

搞养殖，技术很重要。尽管在前期筹备
过程中，我专门学习过养殖技术，但在现实

操作中，仍有不少棘手的技术难题。为此，
帮扶队员多次为我请专家上门， 现场传授
技术；有任何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请教。
如今，养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般性问题，我
都能够自己解决。

帮扶3年来，帮扶队员一心帮扶，没有
到家里吃过一顿饭， 甚至连水都没有喝上
一口，我深感愧疚，也无限感激。

在他们的帮助下，2016年，养鸡场出栏
土鸡7000只，收入15万元。在还清养鸡借款
的同时，我也基本还清了因父母治病、孩子
上学而形成的多年债务。今年春节，湖南卫
视“直播苏木绰”播出，来村里旅游的人更
多了，土鸡销售更是供不应求。同时，工作
队帮助建立的网店效益也越来越好， 去年
至今，仅鸡蛋销售就超过2万多个。今年，预
计将总共出栏土鸡10000只，产出土鸡蛋40
万个。

前几天，我已经给帮扶工作队说了，今
年，我申请摘掉“贫困帽”，并带动其他贫困
户早奔小康,共同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通讯员 田贵学 整理）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百姓口述

今年，我申请
摘掉“贫困帽”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周小雷 ）
“我们将珍惜机会，发挥所长，迅速进入角
色，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讲好基层故事。”今
天上午，我省第十四批省直新闻单位编辑
记者赴乡镇实践锻炼启动仪式在长沙举
行，湖南日报社岳阳分社记者徐典波代表
这次挂职的编辑记者表达了决心。

根据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的统一安排，来自湖南日报社、湖南广播
电视台等单位的18名编辑记者，将分赴通
道侗族自治县和华容县， 开展为期2个月
的实践锻炼。编辑记者到达实践锻炼乡镇
后，将分别以乡镇党委书记助理或乡镇长
助理的身份开展工作。 实践锻炼期间，每
位编辑记者要走村入户进行深入调研，对
所在乡镇的每个村走访一遍，做好一次接

访工作，联系一户困难户，组织或参加一
次集中采访，撰写一篇体会文章。另外，编
辑记者也要列席乡镇有关工作会议，协助
做好当地突发事件的新闻应急和信息专
报工作，同时，将视情况安排部分编辑记
者到公安、环保、城管等部门以及医院、学
校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短期实践。

启动仪式上，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要求
参加实践锻炼的青年编辑、记者们要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自觉弘扬“走转改”精神，
珍惜学习锻炼机会， 写出有温度的文章，
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
时，要严守纪律，勤政廉政，自觉维护新闻
宣传队伍的良好形象。

会上还表彰了第十三批下基层锻炼
的编辑记者。

自觉弘扬“走转改”精神
我省第十四批编辑记者下乡实践锻炼

6月6日，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学子们振臂高呼为高考鼓劲加油。当天，该校1243名考生分赴各个考点，
满怀信心迎战高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高考，加油！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李中 陈程）6月5日凌晨5时20
分，新宁县遭遇狂风暴雨，县城332供电线
路突然发生故障，造成城西站片区停电，其
中包括今年该县两个高考考点之一的崀山
培英学校。

高考在即，保障供电刻不容缓。新宁县
相关部门立即成立抢修组， 由国网新宁供
电公司具体负责线路抢修工作。6月5日7时
40分，30多名电力技术人员赶到县城松风
亭供电线路故障现场。 技术人员首先设法

将城西站片区用电临时转供， 确保高考考
点各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随后，迅速展开
抢修工作。下午3时20分，大雨倾盆而下，施
工现场到处是泥浆， 施工人员衣服全被淋
透。为行动方便，他们脱下鞋子，赤脚站在
泥水中工作，一直忙到深夜，才将电缆线铺
设完成。接着，又进行高压架线、电缆联头、
搭火、电缆试验等。

6月6日凌晨4时， 抢修工作全部完成。
这时，抢修人员忘记了连续奋战的疲劳，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新宁冒雨抢修线路护航高考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周俊 袁愈雄 匡责
成）6月6日，娄底市组织教育、公安、城管等部
门，对高考考点及周边环境进行查漏检查，确
保营造安静、顺畅、平安的考试环境。

为保障高考秩序， 娄底先后召开6次会
议，制定19个工作方案，进行细化落实。各级
各部门层层签订责任状， 所有工作人员签订
岗位责任书， 把责任落实到每个工作层面和
环节；牢牢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工作，制

订职能部门工作职责， 深入开展净化考点周
边环境、校园安全专项整治、打击替考作弊、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无线
电信号排查监测管控等6个专项行动。

同时，娄底发布通告，高考期间城区禁
放烟花鞭炮，考点周边禁止摆摊设点、禁止
鸣笛、建筑工地暂停施工，考点周边主干道
实行交通管制，城区机关、事业单位推迟1
小时上班，为考生让路。

娄底营造安静顺畅平安高考环境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陈永刚）记
者今天从长沙城管执法局了解到，高考、中
考期间， 长沙将在全市城区范围内禁止渣
土运输。

为确保高考、中考期间考生有一个安静的
休息和考试环境， 根据城市管理相关规定，长
沙市在6月6日8时至8日20时、15日8时至18日

20时期间，在全市城区范围内禁止渣土运输。
目前，长沙市24小时均有渣土管理和执

法人员在一线巡查值守，重点是施工工地、卸
土区以及渣土车途经道路， 并延伸到市区各
主次干道，基本实现无空当、全覆盖巡查。市
民如发现违规行为， 可拨打长沙市渣土管理
处24小时值班电话“0731-84918110”举报。

高考、中考期间长沙城区禁运渣土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谢慧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
试环境，长沙市消防支队今天要求，6月7日至
8日高考期间，全市所有的消防车出警途中将
只闪警灯，不拉警笛警报。

长沙消防提醒广大车主：高考期间，全
市消防部门都规定消防车在紧急出动过程
中不使用警报器， 避免影响考生考试、休

息。因此，群众在路上遇到警灯闪烁的消防
车时，请为其让行，确保消防官兵能及时到
达救援现场处置紧急事件。

为确保考试期间社会面火灾形势持续
稳定， 长沙市消防支队还组织力量对考点
及考点周边的餐饮场所、 宾馆饭店等重点
部位进行全面深入火灾隐患排查， 营造一
个安全、祥和的考试环境。

长沙消防出警不鸣警笛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骆力军 胡三妹）“4年来， 我都要将‘爱心送
考’张贴在车上醒目位置，并配备铅笔、风油
精、十滴水等物品，以备考生急用。”6月6日下
午，家住宁远县城水市路的李彤飞告诉记者。
他在广东一家企业工作， 一个星期前特地请
了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高考爱心送考。

今年32岁的李彤飞已连续4年参加高考
爱心送考。 他告诉记者，13年前高考前几天，

为了放松心情， 他打篮球时， 不小心扭伤了
脚。高考第一天上午，他早早就吃力地往考点
走。走着走着，背后响起刹车声，一辆出租车
停下来，司机请他上了车，免费把他送到了考
点。从那时起，他暗下决心，以后自己也一定
要为高考学生服务。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广东
一家企业工作。4年前，他买了一台车，每到高
考时，就请假回来，为考生服务。4年来，已累
计接送考生60余人次。

13年前被人送考 如今变身爱心司机

粗心男子丢失高考证
怀化民警当天找到失主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刘亚平 许又林）6月5日， 一名准备参加
今年高考的男子，粗心将自己的准考证遗忘在
溆浦火车南站， 被该站派出所民警贺倩华捡
到。贺倩华通过车站视频录像，终于找到失主，
并于当天将准考证交到这名男子手中。

当天上午10时许，民警贺倩华在车站巡视
时， 发现候车室座椅上有一个黑色单肩背包，
经呼叫无人认领。打开背包一看，里面除了一
些现金外，还有一张高考准考证，考生是一名
姓杨的男子。 在周边走访询问无果的情况下，
民警分析失主很可能乘车离开了，便调取车站
监控视频， 果然发现这名男子已
坐车前往昆明。 民警迅速联系
该次列车列车长，请求帮助寻
找失主。列车长立即组织人员
查询，终于找到了失主。

原来， 失主杨某是云南
人，高考前来溆浦走亲戚，6月
5日赶回云南参加高考。 列车
工作人员找到他后，他才知道
丢了包。这时列车已到铜仁南
站，在列车长安排下，杨某迅
速转乘另一趟列车，回到溆浦
火车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