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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余颜

长沙市望城区， 作为全国率先
实行校车规范化管理的区县， 今年
再一次进行校车改革， 使之更安全
更规范， 成为了一道行走的暖心风
景线。

11月下旬，记者来到望城，感受
该区校车改革带来的新变化。

旧校车全部退出， 校车
安全升级

“我们现在的校车，是目前设施
最好的校车。”望城区教育局综治安
全科科长郑青松介绍。

今年初，曾在全国率先实行校车
规范化管理的望城区，再一次启动校
车改革，将原228台不符合现行国标
的旧校车全部退出，更换为国五标准
宇通第三代新校车。

“我区规范校车管理比国家出台
《专用校车安全国家标准》早半年多，
以致在此之前购买的校车不符合国
家标准。运行6年多来，存在着一些
安全隐患。为了孩子们乘车安全，今
年我们提前终止了与原经营公司签
订的8年合约，重新公开招标，将不
符合标准的旧校车全部退出。”郑青
松说。

在望城区教育局校园安全监控
指挥中心，通过实时监控平台，记者
看到，望城区的新校车装有空调、防
遗漏系统、自动灭火器以及4个摄像
头。通过摄像头可随时看到司机，前
门和整车的情况。

不仅如此，校车经营公司负责人
及望城区教育局综治安全科负责人
还能通过手机APP， 对全区每一台
校车运营状况进行实时监控系统。

“新校车，让家长更放心了。”望
城区茶亭镇九峰山村村民王立成开
心地说。

扩大免乘范围，贫困家庭
孩子上学无忧

望城区茶亭镇九峰山村村民谭
敬安有两个孩子在茶亭小学上学。因
家境贫困，两个孩子的校车乘车费是
家庭一笔不小的开支。

今年9月，谭敬安获知区里对建
档立卡户家庭的孩子乘坐校车也可
以免费的消息后， 心里乐开了花。他
说：“一个学期，我家两个孩子可以少
开支1500元。”

为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健康
的乘车环境，望城区此次启动的校车
运营管理改革， 是多部门的联动。除
更换校车外，在运营模式、运营管理、
道路安全和弱势群体补贴上，都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该区今年在原来执行的对低保
户子女乘坐校车全免费的基础上，将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纳入
乘车费用全免的范围，成为我省率先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孩子乘车免费的
区县。“今年，我区共计投入70万元，
对467个建档立卡和低保户子女乘
坐校车费用进行了全免。” 郑青松介
绍。

校车主要行驶在农村，道路安全
是保证校车安全的重要一环。 为此，
该区投入6000万余元， 对全区所有
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加上
波形护栏，并设立100多个校车停车
站和会车点， 增设多个安全警示牌
等。与此同时，每月都进行安全隐患
排查，做到及时上报和整改，确保道
路安全。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陈婷婷）“每个人的少年
时光， 都在一生的记忆里有着最重
要的位置， 蕴藏着我们成长向上的
力量。”11月28日上午， 龚曙光携首
部散文集《日子疯长》走进长沙市明
德中学“明德讲坛”，以“阅读是一种

自我设计”为主题，给1000多名师生
带来了一场对话成长的文学盛宴 ,�
激起了“00后”别样的生命体悟。

厚植文化底蕴，阅读感悟经典。
本次活动由湖南新华书店集团主
办。据介绍，“明德讲坛”是明德中学
的特色校本课程， 它以传播民族的

优秀文化作为基石， 广邀国内外知
名学者、 教授给学生开坛讲座 。
2017年至今，已有余秋雨、张晓风
等作家， 刘经南、 汪景琇等两院院
士，李谷一、刘人岛等艺术家，朱永
新、 龚亚夫等教育家共22位名家来
校讲学。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童忠平 记者 鲁融冰）日前，有科研
人员在西洞庭湖牛屎洲上，找到了结
有果实的葫芦科盒子草属植物———
盒子草。经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植物学
专家核实，确认该物种在西洞庭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属首次发现。截至目
前， 在西洞庭湖还新发现了长叶赤
爮、紫菀、甜麻、黄独、龙虾花、菝葜、
沟酸浆等7种植物。

为全面了解西洞庭湖湿地植物
变化情况，从2014年开始，西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选择没有

砍伐的杨树林和已砍伐的杨树迹
地，通过大范围野外调查、固定样地
连续监测， 对比分析砍伐迹地上植
物自然演变情况， 揭示洞庭湖湿地
杨树人工林对林下植物多样性的影
响及规律。在31块样地里，共监测到
植物27科70属97种， 其中频度较高
的科为唇形科、禾本科等。此次发现
的盒子草， 就生长在杨树砍伐一年
后的河洲上。

近年来，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湿地环境改
善后，生物多样性得到逐步恢复。

为了孩子们上学更安全
———望城区校车运营管理改革纪实

西洞庭湖新发现8种植物

50后与00后对话“文学与成长”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余 蓉 通 讯 员 杨 莎 莎 ）11月 25
日，由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唐飞鹰、陈伟杰、周文龙、洪兆
徽、 余江枫组成的中国代表队，
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 2018国际
电子竞技嘉年华 （IEF） 总决赛

中，击败韩国队 ，获得AOV项目
（Arena� of� Valor， 王者荣耀国
际版）总冠军。27日凌晨，他们回
到长沙，准时赶上学校的第一节
课。

据悉，这5位同学都是湖南工业
职院电竞社成员， 利用课余时间开

展训练。组队一年多时间，在省、市
乃至国家级的比赛中拿过不少奖
项。

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
竞技列为正式体育竞赛项目。2022
年杭州亚运会， 电子竞技将成为正
式比赛项目。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蒋鼎邦 记者 左丹）11月27日，科睿
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发布
2018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
今年， 全球共有来自21个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跨学科领域的
6078位科研精英入榜， 名单中涵盖
了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今年
的两位）。湖南共有11人入选，其中
湖南大学5人，中南大学4人，湖南工

业大学1人，湖南师范大学1人。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已连

续发布5年。 本年度名单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遴选出了各领域中
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 即受到全球
同行集体认可的最具引文影响力的
科研人员。

湖南大学谭蔚泓（化学领域）、
廖蕾（跨学科领域）、Navdeep� S·
Chandel（跨学科领域）、刘渊（跨学

科领域）、曾光明（工程学领域）5位
教授入选， 入选人数并列内地高校
第20位，居湖南省内高校第1位。

相比去年， 湖南大学入选人数
增加3人，其中，谭蔚泓教授连续第
五次上榜， 曾光明教授连续第二次
上榜。

谭蔚泓教授在生物分析化学、
化学生物学、 纳米生物技术和生物
医学工程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国际

领先水平的研究工作。 廖蕾教授主
要从事高性能电子器件、 微电子学
与固体电子学的研究。Navdeep� S·
Chandel教授专注于医学和细胞生
物学的研究。 刘渊教授主要从事半
导体微纳电子器件设计、 制造、加
工、 测量与小规模逻辑电路集成的
工作。 曾光明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系
统工程、废水、废气的治理、城市生
活垃圾的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刘峻峰 马若龙）连日来，湖南农业
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大学生
“四信同心 跟党走” 主题教育活动
如火如荼地开展，分主题班会、演讲
赛和主题征文等活动。

2016年以来，该学院坚持立德
树人，育人为本。坚持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的全面育人工作机
制，实现教育效果全覆盖。每年，该
学院为大一每位新生从入学起配
备人生导师，从专业教师、辅导员、
管理人员3支队伍中选聘， 负责其
大学四年期间进行包括理想信念、
道德修养、学业发展、职业规划、生
活适应、 心理健康等方面全方位、
全过程“一对一”教育指导。坚持多
层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
教育形式多元化。每年以活动为载
体， 广泛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会、团
课、党课、主题征文、演讲赛等丰富
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大学生
努力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升，
促进学院优良学风的形成。

该学院申请入党的人数逐年
增加，考研录取率平均超过30%以
上，1名党员被推荐参加“党旗飘
扬·筑梦青春”湖南省大学生“两学
一做”电视知识大赛荣获二等奖；1
名学生撰写的论文被评为“治国理
政———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
第五届国际大学生交流论坛”参会
论文；1个团支部被评为2017年全
国高校活力团支部，1个学生党支
部入围被推荐参评第二届全国高
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活动。

2018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发布
湖南11人入选

湖南农大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坚持立德树人
提升学生素质

湖南工业职院学生夺国际电竞冠军

11月27日，江永
县上江圩镇中心小
学家庭困难的学生
持免费乘车卡乘坐
校车回家。今年下学
期，该县勇华校车公
司为5个乡镇学校的
60名生活困难家庭
中小学生减免一年
的乘车费用，帮助贫
困孩子开心上学。

田如瑞 摄

免费
爱心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