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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廷芳

沪指挺进，速度极快。3100点，眨眼来
了。

有机构研究，A股从底部起来， 从没有
这么猛烈过。 股民评论，市场是“牛猛子”。

第一， 行情 “急行军”。 沪指1月4日
2440点“点火”发动，3月6日收于3102点，2
个月上涨662点 ，连轴空中加油 ，连续大
涨、急涨、跳涨。

第二，义无反顾向前。 跨越半年线不
回调，跨越年线不回调，2800点、3000点缺
口不回补，“千点整数大关”3000点不剧烈
震荡，急吼吼攻城略地，一心一意专心致
志往前走。

第三，成交井喷。 8个交易日里，成交

额4次破万亿元。 3月6日成交额11056亿
元，系2015年11月以来新高。 成交量1246
亿股，与2015年“疯牛”匹敌。 资金集结成
强大的 “多头军团 ”，市场凝聚起众志成
城的做多共识。

第四，百股涨停，成常态。 周二涨停
板205家，周三210家。 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各路资金四面出击，放手大干。

以上四点 ，均为奇观 ；历次牛市 ，确
不多见。

很多投资者，自报已斩获30%左右的利
润。 券商股等大批股票，股价短期翻倍。 牛
股龙头东方通信，底部3.7元，见高点37元，
10倍了，股价仍在“自由发挥”，板个不停。

毫无疑问 ，牛市来了 ，真真切切 ，看
得见，摸得着。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何庆辉 刘从武）3月6日，65万宜章老
区人民期盼已久的莽山水库工程举行下闸
蓄水仪式，巍巍莽山一片欢歌。 副省长隋忠
诚宣布莽山水库工程下闸蓄水， 省政协副
主席、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等参加仪式。

莽山水库位于宜章县莽山瑶族乡和
天塘镇境内珠江流域北江二级支流长乐
水上游，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
城镇供水与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
水利枢纽工程，也是全国172项重大水利
工程、全国12个重大水利PPP模式试点项

目之一。莽山水库最大坝高101.3米，正常
蓄水位395米，总库容1.33亿立方米，设计
灌溉面积31.2万亩，设计城镇年均供水量
2227万立方米，电站装机1.8万千瓦，项目
总投资18.94亿元。

莽山水库工程于2015年5月21日开工
建设， 在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和参建单位
的艰苦努力下，如期实现蓄水目标，目前进
入建设与初期调度运用并行阶段。 莽山水
库工程全面竣工后，有利于提高防洪标准，
提高农业灌溉和供水保证率， 促进当地旅
游发展、扶贫开发、生态保护等。

�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陈文平） 距4月1日进入汛期还有将近1个月时
间，但我省湘南地区已经出现汛情。

受降雨影响，湘江中上游部分干支流出现
超警戒水位洪水过程。 潇水双牌站5日23时37
分出现洪峰水位129.65米，超警戒水位1.15米；
潇水道县站6日5时出现洪峰水位170.97米，超
警戒水位0.97米。 6日14时，湘江干流永州老埠
头至衡阳归阳河段， 老埠头站水位103.91米，
超警戒水位0.91米；归阳站水位46.02米，超警
戒水位0.52米。

其中， 老埠头站6日13时52分出现洪峰水

位103.92米，系1959年有实测资料以来该站同
期最高水位。 该站出现类似水位是在1998年3
月7日，实测水位为103.81米。

为应对这次涨水过程，双牌水库、欧阳海
水库已于4日、5日先后开闸泄洪。 省水利厅厅
长颜学毛正带队在欧阳海水库督查水利工程
防汛工作。

据测算，今年1月1日至3月6日，全省累计
降雨量为241.2毫米，较历年同期均值164.7毫
米偏多46.5%。 其中，3月4日以来全省降雨量
为44.5毫米，永州、郴州、衡阳降雨量分列前三
名。

连续降雨使我省各水系水位均出现上涨，
且比历年同期均值偏高。 省水文局今日8时实
测：湘江湘潭站、长沙站水位为33.38米、31.06
米， 分别比历年同期均值偏高2.72米、2.12米；
资水桃江站35.69米、沅水桃源站33.08米、澧水
石门站51.35米，分别比历年同期均值偏高0.44
米、0.45米、1.00米；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24.91
米， 比历年同期均值偏高4.22米。 但上述各站
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

天气预报显示，6日晚至8日， 湘中以南阴
天有中等阵雨，其中湘南局地大到暴雨，其他
地区阴天有阵雨。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湘江上无浮冰，洞庭湖上无浮冰，长江上
无浮冰。 但南极多浮冰，如恒河沙数。

它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它们的存在于
人类有何意义？ 进入南极半岛水域后，记者迎
来关于浮冰的大考。

一
南极，四面环海，远离其他大陆，陆地被厚

厚的冰雪所覆盖。
3月4日16时许，我们驶抵南极半岛的象岛不

足1000米， 但能见度太低， 谁也看不清她的容
颜。 资深探险队员陈畅说，等等，指“日”可待。

果然，2小时后，云开雾散。 披着万丈霞光，
两块连体浮冰迎面而来，足有5层楼那么高。

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自然是从南极冰川上崩塌而来。
南极大陆平均海拔约2010米，几乎全部由

冰构成，这个厚厚的冰层称为“冰盖”。 专家指
出，南极内陆年均降雪约为10厘米，冰盖在积
雪重压下缓慢向大海方向生长，构成冰架。 高
度5米以上的冰被称为冰山，5米以下的被称为
冰山片或冰岩。 冰架会出现自我断裂、滑落的
现象。 同时，全球变暖，也会使南极冰川融化、

冰架崩塌。 不过冰架断裂、崩塌，主要发生在南
极半岛所在的南极西侧（西南极）的沿岸附近。

二
“寒云浮天凝，积雪冰川波。 连山结玉岩，

修庭振琼柯。 ”在南极看浮冰，不费吹灰之力。
记者不时看到，有的浮冰，巍峨峻拔，趾高

气扬而行。 它们方方正正，晶莹剔透，在蓝天和
丽日辉映下，壮丽无比。 专家说，这是平台状冰
山，是由南极大陆的冰架或冰盖崩塌入海形成
的。有的专家研究计算过，100米厚的冰山要积
雪堆积1000年左右才能形成。

自然，海上航行，须谨小慎微避开冰山。 冰
山的大部分潜藏于海面下， 其形状不可预测，
而且冰山也可能在海面下水平扩展。 人们肉眼
所见的冰山，正是成语所说的“冰山一角”。 因
此，船只靠近冰山就非常危险了。100余年前的
泰坦尼克号沉没，就是冰山惹的祸。

三
南极冰山跟我们有关系吗？
那是当然。 南极冰山影响着全球大气圈与

水圈循环。 专家说，冰川通过反射阳光冷却周
围空气，可以形成强大的高压中心，从而影响
大气圈循环。 南极也影响着海洋海水的循环运

动，自然对气候也产生了影响。 海面与冷空气
接触时会损失一部分水汽或者结冰，进而形成
盐度较高的冰冷海水。 高盐度的冰冷海水密度
高，所以向海洋底层下沉。

地球漫长的历史中，多是比现在温暖的无
冰期。 专家称，大约1万年前，欧洲与北美洲曾
存在过巨大的冰盖和冰川，这个时期的地球气
温也比现在低。 由此可以推断，大规模冰川与
地球气候有着直接关系。

四
南极， 拥有地球上70%的淡水和90%的冰

川。
虽然漂浮在海上的冰融化后不会使海平

面上升，但据说如果南极大陆上的冰全部融化
而流入大海，则地球的海平面会升高约60米。

如果全球减排不努力，如果全球变暖不刹
车， 如果南极的冰川连续不断地流向大海，那
么，马尔代夫就真会遭遇灭顶之灾；中国的天
津、上海、香港等都市将为海水所浸泡。

专家透露，南极大陆整体的降雪量及向海
中流入的冰量，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
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这，似乎应该是南极科考必须攻克的难题
之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夏天一身汗，
冬天一身霜。 ”这是每位马路交警的日常写照。

2月26日，星期二。 一大早，长沙的天空阴
云密布，细雨如丝。 城市渐渐苏醒，路上的车辆
和行人慢慢多了起来。

7时10分， 芙蓉区交警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邓
嘉晖就来到解放路与蔡锷路交会路口的交警岗
亭， 开始一天的工作。“我们必须在早高峰前到
岗， 第一件事就是了解辖区路况和交通标志设
施、信号灯的情况。 ”邓嘉晖说，如果发现问题，要
立即处理解决，确保早高峰道路交通有序畅通。

芙蓉区交警大队三中队管辖的区域，位于
长沙市区繁华地段，辖区内有五一商圈、国金
中心、省人民医院等人车密集场所。

“因为辖区位置较为特殊，除了交通早高
峰、晚高峰，还有上午的医院就诊高峰、下午的
商圈逛街高峰，都给交通带来很大压力。 ”邓嘉
晖告诉记者。

7时50分，已经进入交通早高峰，马路上车

水马龙、行人如梭。 邓嘉晖每天都在省人民医
院门口疏导交通，护送市民过马路。

“早高峰过后，就迎来省人民医院的就诊
高峰。 ”邓嘉晖说，医院只有300多个车位，而每
天前来就诊的有上万人，车辆有上千台，经常
在医院入口排起长队，需要交警指挥疏导。

在交警岗亭里，一面鲜红的锦旗上，两行
大字格外耀眼———“感谢人民好交警， 助人为
乐新风尚”。 邓嘉晖回忆，有一天他在省人民医
院门口疏导交通， 突然有一位女士跑过来，向
他求助说心脏不舒服。 他立即找来一辆推车，
把病人送到急诊科， 随后又给其家人打去电
话。 几天后，康复后的周女士和家人来到交警
岗亭，送上锦旗，表达感谢。

“作为站马路的交警，经常遇到群众求助。
相信无论是谁，都会施以援手。 ”邓嘉晖说。

下午2时30分，小雨淅淅沥沥，省人民医院
解放西路段西往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邓嘉晖
见状，立即前去疏导。 细雨和车流中，穿着黄背
心的邓嘉晖神情专注。 驾驶员看到交警到来，
停止了鸣笛，都耐心等待。 半个多小时后，这段

路终于恢复畅通，邓嘉晖脸上湿漉漉的，分不
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逛街的人渐渐向五一商圈和国金中心聚集，
邓嘉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商圈的道路。“每天来
这里逛街的人数以万计， 我们既要保障车辆通
行，也要保护行人过马路。 ”邓嘉晖说。 当天他还
有一项工作， 就是清理辖区的交通标志标牌，根
据实际情况对标志标牌上的地名进行修改。

“走了一圈，发现有4处需要改。 ”此时，时
针已经指向下午5时，晚高峰来临，路上回家的
车辆匆匆。

下午6时50分， 忙了一天的邓嘉晖终于可以
下班，而他的同事晚上还要执行查酒驾的任务。

据长沙市公安局的“钉钉”管理软件统计，
至2月25日，邓嘉晖2月份的日平均工时是10小
时49分钟，加班63个小时。而2018年12月份，他
的日平均工时是12小时44分钟，加班150小时。

“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付出。 ”邓嘉晖
说，公安交警苦一点累一点，就是希望市民群
众出行顺畅一点、“幸福指数”“安全指数”更高
一点。

谈经论市

急攻跳涨，小试牛刀汛期未到 汛情先至
湘江中上游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 省直机关2019年党的工作会议在
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直
机关工委书记谢建辉在会上指出， 要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 推动省直机关党的建
设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提供坚强保障。

谢建辉对去年省直机关党的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她指出，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机关党建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切实
转变机关党建的职责职能，真正实现“三
个表率、一个模范”建设目标。 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 在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上
实现新作为，要将“两个维护”作为党的
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准确把握其内涵，增
强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履行好维护角
色。 要以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 为抓手， 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上实现新作为，树立大抓支
部的鲜明导向，将服务中心、建好队伍贯
穿支部建设始终， 不断强化支部的政治
功能，促进支部的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
恒优作风，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
实现新作为；要落实机关党建责任，在形
成机关党建强大合力上实现新作为，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 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坚定广大党员理想信念，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凝聚力量。

�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王文隆
肖洋桂 见习记者 邹娜妮） 全国两会正
在北京召开，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
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 今天，长沙、常德、
娄底3市及所辖各区县宣传系统的负责
人，不约而同来到湖南日报社，参观考察
湖南日报社中央厨房， 与湖南日报社有
关负责人共商融媒体建设大计， 共同助
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近年来，湖南日报社积极顺应媒体融
合发展要求，大力探索报、网、端全面融合
改革新路，着力为县级融媒体平台建设提
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技术支持。目前，湖南
日报社投资4000余万元的中央厨房一期
已投入使用， 可为全省122个县级融媒体
中心提供指挥监测中心、策采编发平台、媒
体资讯库系统、舆情实施分析系统、直播技
术系统、政务数据接口等一站式综合技术
服务。同时，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技术开发
团队和运维服务团队，可快速响应县级各
类个性化技术需求。

长沙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 长沙市
高度重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将坚持高
标准建设，并积极做好技术平台对接工作。
在参观考察中， 大家对湖南日报社中央厨
房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家认为，对于中
央厨房、对于省级技术平台打造，湖南日报
社研究得比较透， 对媒体融合的理念有充
分彰显， 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具体适用管
用上，也结合得精准。 浏阳市是中宣部确定

的全国首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县
市，该市宣传部负责人说，下一步将在全省
统一部署下，加快建设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同时对接、运用好省级技术平台。

常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在参观后表
示， 湖南日报社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
术平台起点高、手笔大、可操控，为县级
融媒体建设提供了可操作模式。 在座谈
中，大家认为，长期以来，《湖南日报》作
为省委机关报，发挥了旗帜、示范和引领
作用， 为促进常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舆论支撑。 湖南日报社中央厨
房的运行， 开启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征
程，对增强基层新型主流媒体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常德将
充分依托省级主流媒体的各项优势，加
快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娄底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 通过参
观考察， 对中央厨房和媒体融合有了更具
体的深刻认识。 大家纷纷为湖南日报社高
端化、科技型的综合服务平台点赞，认为湖
南日报社为县级融媒体建设提供了安全可
靠、技术先进、架构科学的模板。 长期以来，
湖南日报社坚守党媒立场、坚持与时俱进、
引导主流舆论、传播社会正能量，体现了党
媒的担当与责任，尤其为宣传娄底、推荐娄
底作出了巨大贡献。 湖南日报社中央厨房
的启用，为宣传工作开启了新窗口，为媒体
融合发展开启了新征程， 对基层媒体融合
具有借鉴意义。

南极梦寻 铁马冰河入眼来

今天
我当班 情愿苦与累 换来平安行

�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通讯员 颜英华
记者 何金燕)昨天，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
布会， 对今年全省春运道路交通安保工
作进行总结， 部署全省高速公路货车行
车秩序“五个严管”集中统一行动，同时
启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守护行动。

据了解， 春运期间全省涉及货车的交
通事故占比远高于其他车辆， 且损害后果
严重。 而近3年来，全省高速公路涉货车事
故起数及死亡人数，均占总数的50%以上。

此次“五个严管”集中整治行动如下：一
是严管不按规定超车。在匝道、加速车道、减

速车道、隧道超车的，记3分、罚200元。 二是
严管占用左侧车道。 在禁止货车超车路段，
货车占用左侧车道行驶的， 记3分、 罚100
元。在G0421许广高速6车道路段，货车驶入
左侧车道的，记3分、罚200元。 三是严管未
保持安全行车间距。未按规定保持行车间距
的，罚200元。四是严管进出口实线变道。对
在匝道、服务区进出口骑、轧车行道分界线
实线变道的，记3分、罚100元。 五是严管非
紧急情况占用紧急停车带。对非车辆故障等
紧急情况在紧急停车带(港湾)停车，驾驶人
不在现场或拒绝立即驶离的，罚100元。

谢建辉在省直机关党的工作会议上指出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莽山水库工程下闸蓄水
总库容1.33亿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31.2万亩

探索高标准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长沙常德娄底宣传系统负责人参观考察

湖南日报社中央厨房

湖南严管高速公路上货车的5类行为

“春龙”
闹古城

3月6日，吉首市乾州古城
演绎引龙取水民俗。 当天，乾
州古城举行“二月二，春龙节”
民间传统活动， 展现舞彩龙、
取水引龙等湘西民俗文化。

姚方 摄

�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杨跃武）近日，省政府公布了第十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共有269处入选。

省文物局于2018年8月启动第十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评选工作，共收到申报意向项目416处，
经过专题研讨、专家评审，共有269处入选，包括
古遗址类33处、古墓葬类9处、古建筑类84处、石
窟寺及石刻类4处、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类137处、其他类2处。

据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省保”单
位的申报和第八批“国保”单位的申报同步开展，

申报项目突出价值优先，强调文物在中华文明中
的标志性地位和全国性意义，要有利于突出中华
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
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
代中国； 以完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系结构、填
补空白为主，选择重点反映中华民族创造力与精
神追求，承载国家记忆、传承红色基因，与历史上
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存在直接联系，反映新中
国和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文物遗存。

中央红军长征“半条被子”故事发生旧址、
陈树湘墓、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汝

城旧址群、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旧
址群———白石渡活动旧址群、中央红军长征突
破第四道封锁线旧址群———湘江战役道县活
动旧址等革命文物项目入选。 其中，组成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有10多处
征战和长征出发地旧址入选，这是湖南独有的
宝贵资源。 韶山灌区工程、湖南农业学大寨典
型旧址等，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见证。

此外，第八批“国保”单位申报提出了新要
求，候选项目必须是“省保”单位。 因此，拟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的万里茶道（湖南段）中的几个
点，以及曾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益阳
兔子山遗址、郴州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也是入
围本批“省保”单位的重点项目。

据了解，此前我省共有“省保”单位870处。

湖南新增26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旧址等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