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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一碗粉上来，汤色厚重，汪汪的红
油，大块的牛肉，翠绿的香葱，切碎的酸
豆角，洁白粗壮的米粉浸润其中，迅疾
撬动食客味蕾。

4 月 15 日，湖南九所宾馆四号楼
“湖南米粉大擂台”现场，宝隆和邵阳米
粉，正是以这般风情成为众多食客的最
爱。

“下碗粉，牛肉臊子。”退休定居长
沙的王爹，多年未回邵阳，专程赶来品
尝家乡味道。端着一碗米粉，还未落座
便大口嗦起来，到了动情处，王爹手舞
足蹈，哼起家乡歌谣，“家乡的米粉最韵
味，今天嗦得好过瘾！”

不少食客驱车数十公里奔来，再排
长长的队，就等那一份心心念念的味
道。眷恋美食的吃货，往往一口气吃上
两碗，顺便为亲友打包，那种回味绵长
的香醇，简直令人着迷！

“米粉是湖南人共同的‘语言’！”宝

隆和邵阳米粉负责人曾伟灵感叹，人气
火爆，超出预期，下午赶紧从邵阳调运
一车米粉食材。

像其他市州招牌米粉一样，邵阳米
粉浓缩了一座城市的烟火记忆。食材
和做工的考究，注定让它独一无二。

“汤清”，讲究急火慢炖，汤清甜而
不油浊。

“油红”，以宝庆剁辣椒为主材，配
中医养生大料，慢火细熬，直至油红料
香。

“料鲜”，米粉古法发酵，洁白滑韧，
米香十足。臊子则以猪肉、牛肉、羊肉
等食材特性精心秘制。

烫煮、浇汁、盖码，均衡搭配，米粉
充分吸入汤汁，集香、辣、鲜一体，色味
俱全。

夹一筷子米粉入口，竟有完全不同
于普通米粉的紧实。这种老料粗粉，居
然沾齿即断，口感绵密，有米饭般的嚼
劲和颗粒感，还带有一种发酵的微酸。

始于清光绪1908年的宝隆和邵阳

米粉，历经曾氏四代，建立了完整的餐
品配送、仓储、研发体系，成为知名连锁
餐饮品牌。

一碗米粉，自有一番天地。
带队参加擂台赛的邵阳市接待服

务中心副主任隆慧说，即将登场的邵阳
回民食堂米粉、老武冈铜鹅米粉、武冈
南门口王师傅米粉、洞口县古楼绿茶米
粉，文化传承源远流长，看家本领也是
杠杠的。

比如，起源于 1412 年的洞口古楼
绿茶米粉，原料为当地高山梯田种植的
糯稻和古楼云雾绿茶。配以各种菜码
汤料进行汤煮或干炒，爽滑入味，茶香
清雅，营养丰富，风味独具，深受消费者
喜爱。如今，古楼绿茶米粉已是雪峰山
区推动精准扶贫的特色产业。

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加快了人们
迈向消费市场的脚步。

隆慧透露，擂台赛活动启动以来，
邵阳战队不足 10 平方米的档口，每日
销售米粉均超过1000碗。

湖南日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洁 罗闻）今天下
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 批 142 名
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队员全部解
除为期 14 天的医学观察返回医院。
在门诊前坪，等候多时的医院同事
和广大市民纷纷向走下大巴的队
员们挥手，用掌声和大拇指向他们
致敬。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湘雅医院不仅“守湘尽责”，还派出
了4批142名白衣战士驰援湖北。以吴
安华教授为代表的远征勇士们，同时
间赛跑、与死神抗争，助力创造了全国
4.2万名援鄂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中
国奇迹，在武汉协和病区的治愈好转
率超过93%，在黄冈实现了“三清零”，
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坚守65天的医
疗队员“最先到，最后走”，国家卫健委
简报向全国推介湘雅病区管理模式。

接下来，所有队员将接受医院安
排的全面健康体检，并根据需要开展

心理咨询。医院还为队员们安排了
10 个工作日的假期，且复工的第一
个月均不安排队员们上晚夜班。

阔别2个月回到医院，湘雅医院
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长钱招昕的第
一感觉是“放松”。“武汉期间的压力
确实很大，还好经过大家的努力，我
们最终实现了‘零感染、高治愈’的目
标。”钱招昕说，回来之后，他最想做
的就是赶快恢复正常工作。

呼吸内科主任潘频华教授主动
放弃了 10 天的假期，准备明天就返
回工作岗位，“科室已经积压了一些
工作，我科的几位队员商量放弃休
假，保证医疗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无
论是在武汉还是湘雅，我们最欣慰的
都是能够更好地救治患者。”

欢迎活动上，医院还邀请了湖
南省文史研究馆的 6 名书画家现场
创作书画作品，并将墨宝当场赠送
给医疗队员代表，以表达对他们的
敬意。

湖南日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严晓博）4月14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与塞拉利昂中塞
友好医院联合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远程视频交流。来自该院呼吸、院
感、重症、感染、心理等科室专家为援
塞医疗队队员和塞方医护人员做了
全方位的线上培训。

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胡成平教授介绍，医疗救治的关键在
于“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采取集
中分层管理，将轻症与重症患者分开
精准施治；针对中塞友好医院药物匮
乏的情况，根据塞方现有药物清单，
她现场给出了联合用药建议。

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黄
勋教授强调，一定要做好医务人员
的自身防护，主要是戴口罩、手卫
生，阻断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麻醉

与重症医学教研室副主任徐道妙教
授针对中塞友好医院仅有 3 台呼吸
机却没有管道供氧的问题，建议关
注氧气瓶的使用情况，提早更换，并
尽快申购高流量制氧机；感染病科
副主任全俊教授建议合理调整新冠
病房与医疗队生活区的距离，并务
必确保空气流向不能由污染区朝向
生活区；心理卫生中心李建玲副教
授则针对患者和医务人员可能产生
的心理恐慌和焦虑，分享了减压操
和减压音频。

据悉，自3月31日塞拉利昂确诊
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截至4月14
日，累计确诊11例病例。湖南第21批
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员所在的中塞友
好医院，正在积极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线上指导在塞中资机构疫情防
控。

连线塞拉利昂 传授防控经验
湘雅专家开展线上培训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
传新 通讯员 邓超）创刊 40 周年的

《小溪流》杂志，今天在湖南少年儿童
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传承与创新”的
座谈会。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
省内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等领
导嘉宾出席并见证了《小溪流》杂志
加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揭牌仪
式。

少儿文学期刊《小溪流》创刊于
1980 年，由现代著名作家茅盾题写
刊名，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少
年儿童推荐的百种优秀报刊、百种
全国重点社科期刊、湖南省十佳社
科期刊，曾荣获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中国少儿报刊金奖，跻身中国期刊
方阵。创刊 40 年来，陪伴了几代孩
子成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儿童
文学作家，是广大中小学生、语文教
师和家长的良师益友，在国内外享
有很高的声誉。今年是《小溪流》创

刊 40 周年，也是《小溪流》杂志发展
历程中承前启后的一年，在湖南省
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小溪流》杂志
从湖南省作家协会加入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

座谈会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
与会嘉宾共同回顾了《小溪流》的发
展历程并探讨其未来发展之路。嘉
宾们一致认为，虽然《小溪流》的“婆
家”变了，但《小溪流》纯文学的使命
不能变，为社会培养文学新人的定位
不能变，要继续为广大少儿读者提供
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会上，嘉宾们
还就如何发挥湖南少儿出版社的资
源优势，实现书刊互动，将纸质出版
向新业态和其他产业延伸等方面进
行了探讨，为《小溪流》在新时期找到
一条少儿期刊转型升级的创新路径
提出了很多建议。大家期待《小溪
流》真正成为儿童文学期刊界的常青
树。

《小溪流》换了“婆家”
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长沙举办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吴靖 贺俊

“姐姐，我要和你一起上大学。”
常德 15 岁的花季少女小凤（化名），
不幸确诊白血病，她的龙凤胎弟弟
小龙（化名）挺身而出，捐献造血干
细胞，和姐姐立下一起上大学的约
定。

4 月 15 日，小凤成功接受移植
后顺利出舱。小凤的妈妈和医生护
士一起在门口迎接，庆祝小凤的新
生。

2019 年 6 月，正读初三的小凤
在中考前几天突然高烧不退，家人以
为是普通感冒，就带她一边考试一边
在乡镇卫生院输液治疗，直到坚持完
最后一门考试。当天，医生经过血常
规检查高度怀疑白血病，后在湖南省
人民医院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这
一结果让原本有一双儿女的幸福家
庭蒙上了不幸的阴影。

从知道姐姐生病的那一刻起，弟
弟小龙就做好了为姐姐移植骨髓的
准备。“我只有一个姐姐，什么都可以
给她。”很快，医生为小凤制定了骨髓

移植方案，2019年7月16日，好消息
传来：姐弟两人骨髓配型成功。

省人民医院移植病房刘灿副主
任医师介绍，一般来说，在陌生人群
中找到与自己造血干细胞配型相符
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双胞胎间造血
干细胞移植的成功几率比无关供者
间进行移植要高得多，配型成功的几
率也高达25％。

今年3 月 13 日，小凤入舱准备
接受移植。3 月 25 日，弟弟小龙的
造血干细胞输入姐姐体内，生命的
希望慢慢孕育。“姐姐，我都没有喝
水哦，我想把最好的干细胞给你。”
采集干细胞的时候，弟弟通过视频
告诉姐姐。

正如弟弟所希望的，采集的造血
干细胞质量非常高，在回输造血干细
胞的第 11 天，播种的新生命就开始
发芽了，11天实现造血系统重建。

4月4日，经过血液科团队精心
治疗与护理，小凤的血象逐渐上升，
提示移植成功。

4月15日，在医务人员的殷切期
盼及祝福下，小凤顺利出舱，久违的
笑容又重新回到这个女孩的脸上。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杨哲)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长沙第一批 12 个智
能电子警察已投入使用，主要抓拍驾驶
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不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4月1日开始，长沙交警启动“不文
明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重点
整治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
接听手持电话、不停车礼让斑马线、随

意变更车道行为以及非机动车、行人不
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并首次使用智能电
子警察抓拍。

智能电子警察抓拍设备采用高性
能多核 AI 处理器，结合深度学习智能
算法和高性能图像预处理技术，实现对
驾驶人打电话、未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自动识别。目前，第二批 50 套
电子警察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中，计划于
4月25日前完成设备调试，5月1日正

式投入使用。
智能电子警察“上岗”后，一大批以

前难以发现和查处的不文明交通违法
行为被抓拍。截至 4 月 14 日，长沙共
查处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行为 5352
起，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行为
3043起，不停车礼让斑马线行为5044
起，随意变更车道行为 22428 起，非机
动车、行人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 7680
起。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吴多拉 陈鑫）4月14日下午，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湖南省高速公
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动员部署
视频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省高警局从4月
13日至7月21日开展全省高速公路交
通安全整治“百日行动”，集中整治高速
公路交通问题顽瘴痼疾，净化道路安全
隐患，确保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此次“百日行动”以公路客运、旅
游包车、危化品运输车、货运车辆、面
包车五类车辆为重点，从严整治超员
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违法停车、违法倒车、货车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长途客车凌晨 2
时至 5 时违规运行、危化品运输车不
按规定时间线路行驶、行人违法上高
速等10类突出违法行为。

整治期间，高速交警部门还将突出

源头隐患治理，积极推动解决一批严重
影响高速交通安全的基础性、瓶颈性问
题；突出路面严管严控，织密省际交警
执法站、高速公路出入口、服务区“三道
防线”；突出科技手段应用，加快推进常
德高速区域智能管控体系和13个高速
支队辖区百公里科技示范路建设；突出
全民参与监督，继续发动群众参与“随
手拍”举报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
交通违法的严管氛围。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易禹琳
通讯员向鹏 余楚倩）今天上午，湖南大
学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院士专场
——“电涡流阻尼新技术产业化研讨会”
在岳麓科创港召开。湖南建工集团、三
一重工等31家知名企业和12家投融资
机构代表参会，共同探讨电涡流阻尼新
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据悉，这是湖南大学第二次举办
“院士专场”，向投融资机构和企业重点
推介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的高价值科
技成果，加快其在湘快速落地转化。自

2019年10月以来，该校已完成总额超
过2亿的知识产权作价投资。

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
大学振动与冲击技术研究中心带头人
陈政清教授介绍，电涡流阻尼新技术
成果已获得中国、日本、美国、欧盟等
13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项和省部
级一等奖8项，现已广泛应用于张家界
大峡谷玻璃桥、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
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等铁路桥及摩洛
哥太阳能集热塔、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等高耸结构减振工程。目前，研究团
队正积极推进该项新技术在大型机
械、武器装备、轨道列车、涡流制动等
领域的应用和开发，与相关企业合作
开发的军工装备、列车减振缓冲器、车
辆悬架减振系统等都已进入产品中试
阶段。

现场，多家投融资机构和企业表
达了合作意向，希望借助湖南大学科
技成果转化中心的平台作用和桥梁效
应，以市场资本助力电涡流阻尼新技
术转化落地。

顺利解除14天医学观察

湘雅医院援鄂勇士回“家”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衡阳鱼粉最大特点，
是细而鲜！”4 月 15 日，在

“湖南米粉大擂台”，衡阳
彭海军鱼粉创始人彭海军
一边煮粉，一边向里三层
外三层的食客讲解衡阳鱼
粉的嗦粉之道。

“一根米粉 1.3 毫米，
夹一筷子，大概 20 根。粉
细，包裹的汤汁更多，所以
口感丰厚。”彭海军说，每
碗鱼粉都是按中餐正餐标
准烹制，工序食材讲究，一
碗鱼粉出品要用8分钟。

鱼粉汤底是将猪筒骨
打碎，煨熬一夜。鱼则现杀
现做，锅中油烧红，将鲜鱼
块置入锅中稍作煎炸，加
入西渡湖之酒，快速翻炒，
加入浓汤，再放进姜片、蒜
茸等，待鱼汤变乳白色。

“做汤不炖不焖，必须有锅
气味，鱼汤才有层次、厚重
浓郁。”他说。

正值中午 12 时，衡阳
米粉擂台前人头攒动，彭海
军一早准备的600碗粉已
卖掉一大半。

嗦了一大碗的顾客们
竖起拇指,称赞道：用鲜美
的鱼和纯大米细粉碰撞味
蕾，正是鱼米之乡的鱼米
之香。

衡阳擂台，衡山筒子
骨粉与彭海军鱼粉打起擂
台。

豪迈的大碗，配豪迈的
大骨。筒子骨粉，吃时戴上
手套，一手握着大骨啃，一
手拿筷猛唆粉，真是大快朵
颐。筒子骨粉采用新鲜的筒

子骨熬制而成，汤味道香浓。
热气腾腾的洁白细腻米粉，软而

滑，鲜味在舌尖上翻滚，加上骨汤中含
有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多维素，补
钙又营养，吃完骨头肉以后，用吸管轻
敲骨筒，再用吸管吸取筒骨里的骨髓，
一股甜美的鲜味浸入味觉。

衡阳餐饮协会负责人孙超介绍，
除了衡山筒子骨粉与彭海军鱼粉，被
称为“花木兰水粉”的衡阳传统美食渣
江米粉、由时令野生菌熬制成汤的衡
山素粉、牛肉黄豆为码子的紫竹林卤
粉，接下来几天会代表衡阳米粉登场，
让食客们口舌生津、胃口大开。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刘永涛）
为确保大家都能吃上纯正地道的米粉，

“湖南米粉大擂台”组委会今天发布温
馨提示：即日起至4月23日，湖南九所

宾馆每日米粉供应时间为：7点到9点，
11点到14点，17点到19点半。

为让顾客有更好的美食消费体验，组
委会已将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底、湘

西州6市州米粉档口搬到九所宾馆二号楼
湖湘厅。请广大市民按需前往，如遇排队，
请耐心等待，也请大家注意错峰出行，尽
量减少等待、聚集的时间，快乐嗦粉。

“姐姐，我要和你一起上大学”——

龙凤胎弟弟捐髓救姐

最是一碗家乡粉
慰藉肠胃慰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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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米粉大擂台”开档时间调整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
者 李治 通讯员 刘玉秋）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长沙市
自然资源工作会议上获
悉，2020 年长沙将基本完
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加强重点片区规划编
制，突出城市设计引导作
用等方面，积极助推城市
品质和城市形象提升，全
力服务和保障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加强规划顶层设计，
引领美丽宜居都市发展，
是今年的一大工作重点。
长沙正按照科学规划、精
美建设、精致管理的要求，
突出城市设计引导作用，
优化城市天际轮廓线和空
间尺度，提升长沙颜值、气
质、内涵和格调，打造山水
洲城的美丽城市风貌。结
合总体城市设计，科学合
理划定重点地区范围。今
年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高标准完成重点地区
控规层面城市设计的编制
及修编工作，完善城市设

计一张图。
长沙市今年计划基本完成市本级和

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启动六区一县
范围内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逐步完
善市、县、乡和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
规划“三级三类”规划体系，搭建国土空
间规划实施监测预警平台，严格执行控
规修改程序，强化规划区范围内城市建
设用地控规审查，逐步搭建全市域“控规
一张图”。

同时，完成长株潭都市区战略规划，
加强长株潭三市一体化协同发展体制机
制及政策措施研究。加快金阳新城、金
洲新城战略规划编制，推进南部融城片
区、临空经济示范区、苏托垸、解放垸等
重点片区和区域规划编制，加强重点片
区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协调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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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大“院士专场”助推科技成果落地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开展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行动”
从严整治10类突出违法行为

长沙一批智能电子警察“上岗”

米粉打擂台
湖南好味道

开心嗦粉
4月 15日，湖南

九所宾馆，3岁的小
优和爷爷在一起开心
地嗦粉。当天，是“湖
南米粉大擂台”开赛
的第二天，14个市州
特色米粉和小吃受到
众多市民的喜爱。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