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8年12月25日 星期二
政治·经济 08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邹靖方）21
日，由湖南省总工会主办的2018“新时代、新
蓝领、新作为———使命与风采”湖南省职工摄
影展开幕式在株洲市举行。

据介绍，“新时代、新蓝领、新作为———使

命与风采” 全省职工摄影大赛今年2月启动，
大赛主题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产业工人和职工
群众在新时代的“使命与风采”。大赛得到了
全省广大职工摄影爱好者的关注， 共收到参

赛作品3万余件， 通过评委组初选、 复选后，
最终有214幅参赛作品获奖。

此次展出的作品是从参赛作品中优选出
的124件精品， 生动形象的展现全省广大产
业工人和职工群众勇于拼搏、 敢于创新的精
神风貌，进一步唱响“中国梦·劳动美”的主旋
律，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本次摄影展将
持续到12月26日。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12月16日， 祁阳县大忠桥镇梅湾村，红
糖飘香。

村民周忠文家正在用传统工艺熬制红
糖，10多名村民自发前来帮忙， 把甘蔗榨出
汁水，汁水经过两次沉淀后，上锅熬糖。

记者看到， 作坊里8口大锅一字排开，柴
火烧得正旺。 人们先是把甘蔗水倒入200摄
氏度以上高温的铁锅里熬制， 手拿大勺的村
民不断搅动甘蔗水，达到一定粘稠度后，再把
甘蔗水舀入温度更高的铁锅里熬制。

最后， 一名村民把热气腾腾的甘蔗水

舀入5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铁锅里。这时，
需要两个人操作了， 周忠文不断搅动铁锅
里越发浓稠的蔗糖水， 并放入一些当年的
茶油。今年76岁、熬制红糖50多年的周祖
发则用一把小铲， 不停地将沉到锅底的蔗
糖水铲起，避免粘锅，两人配合娴熟，看不
到工具碰撞。

不久， 周祖发用铁铲舀起蔗糖， 拉成长
丝，周忠文见状，抬起铁锅把蔗糖倒入灶台旁
的容器里。经过10多分钟冷却，他们把容器
里的蔗糖倒入四周高、中间低的竹篾垫里，几
分钟后，划成长短一样的小长方形，香甜可口
的传统红糖就做成了。

周忠文算盘打得山响：甘蔗亩产5000多
公斤，50公斤甘蔗能熬制4.5公斤左右的红
糖。同时，200公斤甘蔗加工成红糖后，产生
100公斤甘蔗水， 可酿制30公斤甘蔗酒，1亩
甘蔗毛收入在1.1万元以上。

当地民俗学家周先忠向记者介绍，梅
湾村手工熬制红糖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目
前，村里1700多人，将近600户，各家各户都
种植甘蔗，熬制红糖。这里民风淳朴，至今
还流传着大家互相帮忙“换工”熬制红糖的
习俗。这种习俗，也使这一传统工艺得以更
好传承。

记者采访得知，近年，该村传统工艺熬制
红糖的名声不胫而走， 红糖的销售价格也达
到24元∕公斤，广州、长沙等地的人们都慕
名前来购买。村民们还依托互联网，把红糖销
到全国各地。今年，仅此一项村民预计增收平
均在750元以上。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吴多拉）21日， 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公布了全省10处长下坡路段， 提醒
广大驾驶人提前了解路况，防止交通事故的
发生。据了解，这10处长下坡路段自开通以
来，其中6处累计发生交通事故149起，累计
造成35人死亡。

10处长下坡路段分别是： 洪江市雪峰
山公路K1546—K1570、 花垣县G65包茂高
速K2047—K2027、 郴州市S11平汝高速
K469—K487、 洪江市鸡公界公路K1598—
K1610、 江华瑶族自治县 S326线K83—
K78、凤凰县G56杭瑞高速K1248—K1252、
蓝山县S216线K160—K164、 双牌县207线
K2829—K2832、双牌县S216线K48—K51、
平江县G106线K1587—K1589。

其中， 洪江市雪峰山公路K1546—
K1570路段长达24公里； 双牌县S216线

K48—K51只有3公里，但是纵坡达7%。蓝山
县S216线K160—K164路段，从2005年开通
以来，已发生65起事故，造成12人死亡；双
牌县S216线K48—K51路段，从2003年开通
以来，已发生25起事故，导致10人死亡；平
江县G106线K1587—K1589路段自2010年
开通后，发生28起事故，造成4人死亡。

湖南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行至长下坡
路段时，要及时换至低速挡，用发动机牵引
作用辅助降速， 尽量减少连续高强度踩刹
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变道行驶。
重型货车在进入长下坡路段前，要采取自然
冷却或浇水的方式， 让车辆轴承和刹车降
温。如果车辆在长下坡路段行驶时出现刹车
失灵导致车辆失控， 要保持镇定切勿惊慌，
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频繁变换灯光提
醒前方或对向车道车辆，有条件的要立即驶
入避险车道自救。

湖南交警公布10处长下坡路段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哲）近日，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发布消息，截至11月底，长沙共有7542名驾
驶人的驾驶证逾期未审验。

据介绍，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
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
应当在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到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但在一个记分周期
内没有记分记录的， 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
此外， 持有小型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
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以及校车驾驶
人， 应当在本记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到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
驾驶人在记分周期结束后一个月内，处

理完交通违法及交通事故后，持身份证到长
沙交警各车管分所办理驾驶证审验业务，也
可通过注册登录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管理
服务平台自助办理审验学习。

交警提醒， 驾驶人的驾驶证逾期未审
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将无法办理商业保险理赔。同时，逾
期不审验仍驾驶机动车的，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将进行查处， 连续3个记分周期不参加审
验的，车辆管理所将注销其最高准驾车型驾
驶资格。

长沙7000余本驾驶证逾期未审验
交警提示留意驾照状态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周凌峰）年关将近，到了众多公司财务付
款结账的繁忙时期，这给骗子们针对公司财务
进行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22日， 长沙市公安
局发布消息，近一个月以来，冒充公司老板诈
骗财务类案件的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11月20日， 长沙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
96110报警平台接到高新区一公司财务人
员孙女士的电话， 称有骗子在QQ上冒充其
公司老板， 以公司签合同需要保证金为由，
要求孙女士赶紧转笔款给他。 由于对方的
QQ头像和签名与老板的一模一样， 孙女士
没多想就给对方分两次转账90余万元，直
到后来与老板电话联系，孙女士才意识到自
己遭遇诈骗并马上报警。反电诈中心接警后

马上展开紧急处置，成功拦截止付孙女士第
二次转给嫌疑人的40余万元资金。

无独有偶，12月6日，芙蓉区某公司财务
人员王女士报警称， 有骗子仿冒其老板的
QQ让其给客户转款，她深信不疑，按照要求
给对方转账32万余元，后与老板联系，才发
现自己遭遇了诈骗并马上报警。反电诈中心
接警后马上展开紧急处置，最终成功拦截止
付住了该笔转款。

在这类案件中， 犯罪分子往往冒充公司
老板，利用微信、QQ等网络聊天工具，直接让
财务人员给指定的账户转款。长沙警方提醒，
再忙再急， 也要第一时间联系公司领导本人
确认情况。如若发现被骗，请及时拨打96110
向长沙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报警求助。

年底冒充老板诈骗财务人员案件多发
长沙警方发布提醒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邓苑利）12月18日， 永兴县纪委监委通
报，该县金龟镇香梅村党员朱孝军、朱飞飞违
反国家法律规定，分别因非法买卖枪支、非法
持有枪支，被永兴县纪委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据了解， 朱孝军因本村村民朱某某欠其
债而去收账，朱某某表示没有钱，并提出用家
中的土铳抵账。后经二人商议，朱某某将一把
土铳（含土硝、铁砂）作价卖给了朱孝军。本村
村民朱飞飞与朱孝军闲聊时听说他有把土
铳，便向其借土铳打兔子。在朱飞飞持土铳上
山打猎（兔子）时，被当地民警查获。经鉴定，

该土铳系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制式枪支， 具有
杀伤力。依此，永兴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朱
孝军涉嫌犯非法买卖枪支罪、 被告人朱飞飞
涉嫌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向永兴县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朱孝
军犯非法买卖枪支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
刑3年6个月； 判决被告人朱飞飞犯非法持有
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

朱孝军、朱飞飞作为中共党员，法律意
识淡薄，经组织教育后，两人都表示愧对党
组织，愿意接受组织处分，以后将从严要求
自己，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非法买卖、持有枪支
永兴两党员被开除党籍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王文 ）近
日，长沙市住建委举行2018年下半年全市
建设工程冬季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及扬
尘防治现场观摩会，吸引该市及周边城市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和监管部门上千人
参加。

这次观摩项目共8个，涉及房建、市政、
轨道交通工程3大类。 与会人员重点观摩了
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扬尘污
染防治及蓝天保卫战、 冬季施工安全生产、

文明创建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目前正值长沙扬尘治理特护期，中天星

耀城等项目严格按照扬尘防治“8个100%”
的要求做好施工工地扬尘防治措施。观摩工
地配备了防尘降尘设施设备，并通过扬尘在
线监控系统实时监控。

长沙市安监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长
沙有各类在建工地1500多个， 举办此次观
摩会就是要加强行业交流，提高安全生产及
扬尘防治水平。

长沙举办冬季施工安全观摩会
吸引上千人参加

省职工主题摄影展株洲开幕

流传800多年的传统工艺———

古法熬糖今亦香

民营经济稳步发展
12月23日，民营企业道县广荣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刺绣机器人在忙着生产。近年，道县采取多项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业集中区引进各

类民营工业企业139家，其中规模企业86家，初步形成电子信息、轻纺制鞋、先进制造、生物科技四大支柱产业。 蒋克青 欧阳杰军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曹娴）汽
车开过瞬间即可测定尾气是否超标，像家用
电器一样使用便捷的家庭用污水处理
设备……在21日举行的2018年湖南省污染
防治技术与产品交流对接会上， 全省80家
环保企业、235家环保需求单位、7家科研院
所，展示、对接环保新技术、新产品。现场5个
项目签约，金额逾20亿元。

我省近年出台多项扶持政策，着力将环
保产业打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省环保产
业产值从2010年的473亿元增长为2017年
的2283.7亿元，环保产业从业单位达1200多
家，从业人数13.3万人。

此次交流对接会，我省环保产业新技术、
新产品悉数亮相： 湖南九九智能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的粉尘综合治理智能平台， 足不出户
即可实现粉尘监测+治理，已在北京、贵州、江
西等多地的大型施工工地和工矿企业得到应
用。 湖南现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开
发的“收可多”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系统，以“互
联网+”的技术创新和“共享经济”的模式，实
现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5个项目在交流对接会上成功签约，分
别是湖南省环境保护有色金属危险废物处
置工程技术中心试验基地建设项目、含砷固
废资源综合回收利用项目、龙山县城乡安全
饮水工程项目、临武县政府与航天凯天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合作项目、四川营山县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场230吨/天渗滤液处理系
统扩容工程及代管服务项目。

我省举行污染防治技术与产品交流对接会
5项目签约，金额逾20亿元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石镇瑞

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街道的耐火小区是
一个出了名的居民区。自恢复高考以来，这里
共走出了9位博士、21位硕士、100多位本科
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学霸小区”。

这个“学霸小区”也是一个老旧小区。它
的原名叫耐火村，因原湘钢耐火材料厂(今湘
钢瑞泰科技有限公司)而得名，是湘钢的家属
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刚建成时，这里大部
分还是低矮的平房，直到1980年前后才慢慢

变成了楼房。
“企业在培养人才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采访中，时任耐火材料厂团委书记的张光宁
对工厂频频点赞。

原来，为了帮助职工缓解子女的教育难题，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耐火材料厂团委就组建
了一批校外辅导员， 利用业余时间为子弟们讲
故事、辅导作业，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理想。

张光宁介绍，但凡考上大学的子弟，耐火材
料厂都会奖励2000元到4000元。同时，对困难
职工家庭的子弟也会给予补助。 厂里还会组织
培训班，帮助职工提升文化水平，并为他们提供

带薪学习、休假复习等福利。
家庭的教育理念和氛围， 对孩子的影响

同样十分重要。过去，小区居民之间都是攀比
谁家有钱。随着氛围的转变，如今，都是比谁
家的孩子有出息、学历高。每年高考录取通知
书发放的日子，总是小区里最热闹的时候，大
家都在评议高考成功的学子。

“虽然我爸妈在学习上很少给我施加压力，
但不时会提到小区里那些成绩好的人， 这无形
中也激励了我，让我以他们为榜样。”今年刚从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谢擎矞说，她
的家庭属于典型的“放养式”教育，父母特别看
重学习过程和方法的培养， 这与小区的学习氛
围密不可分。

随着教育风气一起转变的， 还有耐火小区
的民风。原来小区里矛盾纠纷多，如今爱岗敬业
的多，参加文体活动的多，热心公益的多，小区
所在的金奈社区也被评为“全市文明社区”。

在黄中子眼里，律师应侠肝义胆，用法律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

法援律师“仗剑”走天涯

老百姓的故事

� � � �自恢复高考以来， 岳塘区耐火小区共走出了9位博士、
21位硕士、100多位本科生———

老旧小区缘何多“学霸”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年少时，黄中子曾梦想一身侠肝义胆，仗
剑走天涯。

如今他却成为了一名法援律师， 整日和
普通百姓打交道，处理琐碎纠纷。

“事虽琐碎，却排千家忧，解百家愁。” 在
黄中子眼里， 律师不应成天盯着经济效益高
的案子，要心怀悲悯，让更多弱势群体享受到
打免费官司的机会。

10月下旬，记者在蓝山县见到了41岁的黄
中子，一身干练的西装，说话条理分明。当天，在
法庭上，他准备充分，言辞恳切，为一个未成年
男孩作罪轻辩护，“每个孩子都值得挽救， 请求
法官给予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黄中子，对困难群
众的法律需求感同身受。 在6年的法援工作
里，他深入社区、农村，为基层群众答疑解惑，
普及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难题。黄中子说，每
次看到受援人获得帮助后的满足感， 心底就
非常欣慰，因为更多人会相信：法律不是一张
冰冷的白纸，它有温度，能暖人，摸得着，能受

惠！
今年3月， 雷女士因婆婆遭遇交通事故

后，肇事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情绪激动地走
进蓝山县信访局接访中心。 作为公益律师随
行接访的黄中子耐心倾听， 并建议雷女士从
肇事车辆着手申请强制执行， 使她满意地离
开。最近，该县源桐星村杨某因宅基地纠纷将
邻居打伤，被刑事拘留后拒绝赔偿，最后在黄
中子的耐心劝导和普法教育下， 杨某和邻居
握手言和。

一件件疑难问题的解决，一个个群众满
意而归，离不开黄中子过硬的法律素质。“打
铁还需自身硬！”他不仅勤于钻研，苦练业务
本领，而且主动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磨练自
己， 将一个法援律师的大爱洒向祖国的边
疆。

2012年， 当时正值事业上升期的黄中
子，毅然告别年迈的父母和家中妻儿，参加了
由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发起的“1+1”中国法
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深入云南、新疆、西藏、广
西等地，走村串户为当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在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攀天
阁乡，22岁的姑娘小罗在一场意外事故中失

去左腿，全家陷入悲痛中。黄中子先后5次到
距县城80余公里的偏僻山村调查取证、收集
材料，终于为小罗争取到73万余元的人身损
害赔偿，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希望。

奔波于新疆零下20多摄氏度的工地厂
房之间， 为农民工要回被拖欠的20余万工
资；在海拔4500多米的西藏那曲，喘着粗气
上门为被车撞伤的藏族老妈妈送上执行款
……5年间，从祖国的西北边陲，到西南山区，
黄中子总共为受援地干部群众讲授法治课
50余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200件，接受法
律咨询万余人次，挽回经济损失600余万元，
展现了一个三湘男儿的侠骨柔情。

多年无怨无悔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让黄
中子赢得了业界的认可和群众的口碑。“全国优
秀法律援助律师”“全国百姓心中最满意的模范
志愿律师”“中国1+1优秀法律援助律师”“湖南
省公益律师之星”“湖南省最美青年卫士” 等荣
誉称号接连而至。

“这辈子我恐怕离不开法律援助工作
了！”和许多法援律师一样，黄中子用真情向
弱者播洒法治阳光， 用爱心为弱者点燃生活
希望，努力守护着社会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