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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邹娜
妮 通讯员 洪峰 欧阳海云）7月15日，
货运司机王秋成驾驶水泥罐车驶出娄
底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门口
的智能超限超载检测装置显示：30.19
吨，可以通行。把检测站装进企业门口，
把统计落实到具体车辆，娄底紧盯货物
源头企业、源头运输车辆，以信息化手
段抓好“双源头”管控，提升治超能力。

娄底市素有“湖南能源材料基地”
之称，货物运输量庞大，夜间偷运、超限

超载等违法运输行为，造成道路损毁、
交通事故等多重隐患。近年来，娄底保
持对超限超载行为的高压态势，以信息
化手段促进科技治超，在全省率先启用

“货物源头管理系统”“违法超限超载处
罚统计系统”，采取线上24小时监控“不
打烊”的常态化模式和线下定期巡查方
式，严把超限超载车辆出厂、上路行驶
的关键环节，根治顽瘴痼疾。

娄底市公路养护中心治超监控室
通过“源头治超”监管平台，工作人员可

随时查看全市114家大中型货物源头企
业的出厂车辆称重情况，实时记录、全
天监控，覆盖各县市区。一旦出现超载
超限现象，系统将自动提示当地治超
办，执法人员可第一时间处置。同时，娄
底开发启用“违法超限超载处罚统计系
统”，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超过3次的营
运车辆和一年内驾驶违法超限超载车
辆3次的驾驶人，将被吊销车辆营运证
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今年以来，该市
吊销车辆营运证72个，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23个。
该市源头企业纷纷将运输车辆更

新换代，从源头杜绝违法运输行为。娄
底中心城区登记在册的4个搅拌站已更
换新型搅拌车81台，渣土运输公司已更
换新型环保渣土运输车辆82台。通过企
业实时监测、车辆流动检测等手段，娄底
扭住治超关键，创新举措、精准施策，扎
实管好“双源头”，路警联合做到执法全
覆盖。上半年，该市共查处违法超限超载
车辆1350台次，卸载货物2万多吨。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虞槟宇）随着2020年湖南省红色
文化旅游节暨湘潭市首届红色文化产业
博览会开幕日益临近，各项筹备工作正有
序推进。作为主体活动之一，博览会设立
1500平方米展销区，共39个展位,截至7
月16日，已收到90家企业报名参展。湘
潭市文旅广体新局局长张湘汉表示，此次
活动将全面展示湘潭红色文化旅游传承
发展的新成果，促进文化旅游多产业融
合，推动湘潭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湘中灵秀千秋水，天下英雄一郡
多。”一代伟人毛泽东从湘潭走向世界，
彭德怀、黄公略、陈赓、谭政等将帅彪炳
史册。作为全国知名红色文化圣地，该
市通过深耕红色文化内涵，大力发展红
色文化产业，形成红色旅游、红色培训、
红色文艺、红色影视、红色文创、红色文
物六大产业形态。

红色旅游是湘潭市红色文化产业
的主打品牌。目前，该市拥有3家4A级
以上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9 家省

级重点红色旅游景区。近年来，该市通
过突出发展壮大红色旅游，开发多条旅
游线路，开辟了伟人故里红三角线路、长
株潭红色旅游经典线路，伟人故里·红色
潇湘线路等，实现跨区域合作；开展红
色区域联合，与邓小平故里广安市、孙
中山故里中山市成立“二十世纪三大伟
人故里”联盟，与南岳衡山、江西井冈山
结成“三山”旅游战略联盟，与长沙、株
洲开展旅游一体化合作等。2019年，该
市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数7034.57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47.63亿元。
红色旅游持续火热，带动了红色培

训、红色文艺、红色影视等相关业态稳
步发展。目前，在韶山市注册登记的红
色教育培训机构达43家。2019年，共举
办红色教育培训班1587期，约7.5万人
参加培训。湘潭市还打造《中国出了个
毛泽东》大型实景演出、大型沉浸式体
验多媒体情景剧《梦回韶山》、电视剧

《彭德怀元帅》等一批红色文艺作品、红
色影视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杨玉捷）近日，走马怀化，
城乡处处一片排洪清淤、抢修道路、
恢复生产的繁忙景象，灾后重建的

“彩虹”让这片刚刚经受暴雨侵袭的
大地重现勃勃生机。

受前段时间强降雨影响，辰溪县
潭湾镇辖区 G354 沿线淤泥重重，给
群众出行带来不便。该镇党委、政府
组织干部职工和沿线群众在道路沿
线开展清淤工作，让路面焕然一新。
暴雨过后，位于洪江区川岩社区内的
老井被滑落的泥土掩埋，井水变得浑
浊不堪。该社区组织发动党员群众20
余人清理现场。井水清澈了，挡雨围
栏立起来了，居民露出满意的笑脸。

6 月以来，怀化市遭受多轮强降
雨的侵袭。为了帮助灾区群众重建家
园，该市及时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灾后
重建工作，灾后重建任务较重的县

（市、区）立即成立了灾民生活安排和
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由
党委、政府领导挂帅，应急部门负责

牵头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的灾
后恢复重建领导工作机制，明确各部
门工作职责，共同做好资金补助、政
策扶持、技术指导、质量监管、竣工验
收等工作。

全市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成
立了工作专班，科学制定生活救助和
灾后重建方案，派出工作组，对因灾倒
损农村居民住房实行逐村逐户核查，
全面准确掌握因灾损房农户情况，指
导督促辖区乡镇按照建档立卡贫困
户、五保户、低保户、残疾人、重点优抚
对象家庭、一般困难户等情况，分门别
类建立因灾倒损农村居民住房台账。
同时,充分考虑受灾损失、家庭收入等
情况，优先考虑受灾建档立卡贫困户、
五保户、低保户、孤残老人、儿童、重点
优抚对象家庭的救助，全力保障重点
对象的重建需求，坚决杜绝因灾返贫
情况的发生。截至目前，该市各级政府
累计支出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353.66 万元，发放衣被 4113 套，其他
生活类物资投入折款124.22万元。

恢复生产生活 保障重点对象

灾后重建抓得实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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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深挖红色资源 壮大六大业态

红色文化产业风正劲

管控超限超载在源头
上半年，查处违法车辆1350台次，卸载货物2万多吨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钟昱 张思

7月15日晚，桑植县竹叶坪乡柳浪
坪村殷家坡组屋场暖意融融，几十把椅
子围坐开来，一碟瓜子、一壶热茶，一场
别开生面的屋场会开始了。

“今天省卫健委的陈主任来了，大
家说说心里话吧。”清了清嗓子，省卫健
委派驻柳浪坪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周炎林开门见山。

“去年务工回来养了2000多只鸡，
工作队主动帮我解决了销路问题，脱贫
后我娶了个媳妇，我太欢喜了！”40 多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村民付关勇话毕，弯

着身子鞠躬致谢。
“没有工作队，就没有村里的中药

材、水稻、蜂蜜、葛根等产业，也没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村民钟明城及覃世华、
刘良灯连声附和。

屋场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从村里每年都召开的中秋晚会，聊到
儿孙上学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从卫
生条件显著改善，聊到柳浪坪村美好
未来……夜色下，欢声笑语回荡在深
山深岭间。

“大家看病，报销难不难？”省卫健委
党组书记、主任陈小春抛出一个问题。

“前些年动手术开刀，报销了 3 万
多元，自己只花了几千元钱。”建档立卡

贫困村民熊伯胜说，他现在身体恢复得
好，不仅在家干农活，还负责村里的保
洁工作。

提起前段强降水，陈小春脸色凝重，
他让工作队赶紧作详细介绍，并逐一询
问村民。他说，绝不能因灾返贫、致贫。

“尽快排查所有隐患、核算受灾情
况，并协调相关部门对污水积聚点和受
地质灾害影响的地方进行修整……”会
上，陈小春提出要求，周炎林和村支书
麻银清当即记下来。

次日，挂牵着灾情的陈小春，在现
场查看了污水积聚点、烤烟基地、养鸡
场以及地质灾害点后，决定先拨付 20
万元用于解决受损基础设施修复，保障
群众生产生活安全。他还再三叮嘱工作
队必须补齐短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屋场夜话说脱贫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
者 戴鹏 通讯员 阎俊）7 月
16日，株洲市公安局召开新闻
通 报 会 ，通 报 该 市 石 峰 区

“2003·9·28”命案历时 17 年
接力追凶成功破获过程。这是
今年我省破获的首个公安部
督办命案积案。

2003 年 9 月 29 日凌晨，
家住株洲市石峰区某厂房宿
舍的陈某某回家后，发现其妻
子及年仅8岁的女儿被人残忍
杀害于家中。“凶手具有较强
的反侦察能力，并与受害人无
直接人际关系，极大增加了破
案难度。”株洲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支队长言清介绍，案发后刑
侦支队联合石峰公安分局成立
专案组，抽调100余名精干警
力，调查足迹遍布全国10余个
省份40多个县市区，摸排嫌疑
对象1000余人，但没有取得实
质性进展，命案变成积案。

今年7月12日，该案出现
重大转机。专案组借助最新刑
事科技，不断缩小侦查范围，
最终锁定居住该市的犯罪嫌
疑人刘某某，并于次日11时成

功将其抓捕归案。经审讯，刘某某对17
年前所犯命案供认不讳。

当年，刘某某沉迷赌博，欠下巨额赌
债。一次聚赌时，听牌友无意说起石峰区
某企业高管陈某某平时出手阔绰，家境
殷实，遂起了入室抢劫邪念。2003年9月
28日晚，刘某某在陈某某家实施抢劫时，
因遇反抗，将其妻女杀害后逃离现场。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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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南华大学附二医院专家在给乡亲们义诊。当天，涟源市古塘乡申家村卫生
室投入使用。该卫生室是由南华大学捐资、南华大学附二医院捐赠医疗设备和药物建立
的。该医院还将不定期组织医疗专家到村卫生室义诊，让乡亲们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医疗
专家的诊疗服务。 曹正平 摄

健康扶贫
暖山乡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蒋水德)今天，双牌县某
河鱼店更换的新招牌、菜单，不再有

“野生鱼”“河鱼”字样。
为配合长江流域全面禁捕，双

牌县组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对
全县 14 家农贸市场、100 户鱼类销

售者、50 家餐饮单位、3 家生产企业
开展专项检查，共拆除 20 家含有

“野生、河鱼”字样的门店招牌。并一
一签订了不再经营野生鱼、河鱼承
诺书。该县还实行定点管控，加强巡
查，坚决杜绝发生销售、食用野生鱼
的情况。

开展禁售野生鱼河鱼检查

湘潭

娄底

销毁违法车辆
7月17日，通道侗族自治县车辆销毁现场，挖掘机将违法车辆销毁。当天，

该县交警、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去年以来在交通综合整治中查扣的1573台
违法车辆进行了强制集中销毁。 刘强 黄智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
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陈杰 梅
杰）7 月 17 日上午，记者从常
德市鼎城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
半年，该区共打掉涉恶犯罪集
团2个，涉恶犯罪团伙6个，破
获案件30起，查封、冻结、扣押
资产折合人民币200余万元。

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收官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
要求，鼎城区各相关部门勠力
同心，合力推进专项斗争决战
决胜。公安机关充分发挥“尖
刀”作用，强化线索摸排与侦
查打击，捣毁涉恶犯罪集团 2
个，涉恶犯罪团伙6个，共抓获
涉恶团伙成员56人。

对涉黑涉恶案件，区检察
院一律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积
极探索“捕诉合一”，深挖彻查

“保护伞”“关系网”线索，进一
步提升案件质效。截至目前，
该院所有涉黑涉恶案件均已
清结。为确保打击实效，区法

院从快从严审判，并联动“打财断血”，
成立“黑财”清底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专门立案执行12案56人，执行到位金
额 34.28 万元。还发送司法建议 6 份，
完善协同办案机制。

鼎城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
年将持续发力，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突出打财毁“伞”，整治重点行
业，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让涉黑涉恶
势力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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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金蕾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雨水停歇，洪水消退。7月16日傍
晚，记者来到津市澧水沿江风光带，
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顺着潮
水退势清理淤泥，成片成片的公园广
场、绿化景观、亲水平台恢复了原貌。
市民三三两两闲庭信步，沿江风光带
恢复往昔热闹。

津市澧水沿江风光带全长3.8公
里，沿线建有人行步道、公园广场、亲
水平台，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澧水水位暴涨，
洪峰水位超警戒线1.98米，沿岸在洪
水中泡了7天7夜。洪水消退后，沿河
景观设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最
深处淤泥有一两米厚。

顺着潮水消退清淤，可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一二三，走！一二三，走……”
在羊湖口附近的亲水平台，响亮的

“劳动号子”吸引附近市民驻足。身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七八人一组，每人手
持一把挡板，横排并在一起，合力将淤
泥推到洪水中。其他志愿者连忙用高
压水枪顺势冲洗，有的拿着扫帚紧跟
其后清扫。一会儿工夫，亲水平台被清
洗干净，绿化植被重现生机。

沿江风光带面广、淤泥厚，洒水
车等机械进不去，津市市防指决定以
分区分片方式人工清淤。记者看到，
沿线志愿者手持木板、铁锹、铁耙等
各种工具清淤，淤泥厚的地方常常需
要数人协作才能完成。在九码头闸口
附近的亲水平台，只见 1 名志愿者使
劲推着一个长约0.8米、宽约0.5米木
板，前面 1 名志愿者则背拉绳子牵引
向前。大家咬紧牙关，合力将平台上
厚厚的淤泥推到澧水中。

连日来，津市900余名志愿者齐
上阵，一寸一寸地将残余泥沙冲洗干
净，共同完成澧水沿江风光带的清淤
工作。由于洪水淹过的地方极易滋生
病媒蚊虫，当地还将全面消毒杀菌。

高洪过后不褪色
澧水风光带恢复原貌

津
市
市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杨
玉菡 通讯员 徐钢 严小平）7 月 17
日，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王家湖村
田野里稻浪翻滚，国清现代农业合作
社组织 14 台收割机、16 台旋耕机同
时作业，紧抓农时抢收早稻、抢种晚
稻。合作社负责人邱国清告诉记者，
该合作社2200亩水田已完成早稻收
割1200亩，并及时旋耕备耕，将于18
日启动9台插秧机插晚稻。

7月13日，益阳市大通湖区6.5万
亩早稻开镰收割。该区地处洞庭湖腹
地，防汛形势正值吃紧关头，大部分劳

动力上堤值守巡查。为了不误农时，该
区借力机械，整合“宏硕生物”“刘卫”

“国清”“ 铁牛”等农业专业合作社386
台收割机、377台旋耕机、110台插秧
机（抛秧机），抢抓晴好天气，按下“双
抢”快进键。截至17日，已收割早稻3
万亩，7万晚稻已备耕2.1万亩。

同时，启用105台烘干机，确保所
有早稻及时烘干入库。该区粮食收购
实行“先检后收、分类管理、分仓储
存、应收尽收”，全额保障收粮资金，
绝不让粮农卖粮难，绝不向粮农“打
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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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助力防汛双抢两不误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几天前，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公寓发生动人一幕：该校杜雪
花老师正在走廊上忙着给学生打包离
校行李，旁边走来一女生，一个猛扑，紧
紧地抱住她，动情地说：“杜老师，我这
一离校真不知道何时才能见面，好舍不
得你啊。”这个女孩是杜雪花在这 3 年
中一直关爱的学生小宁。

小宁和杜老师的深情话别场景，感
染了其他同学，她们放下手上正在收拾
的东西，凑近杜老师，倾诉着不舍，久久
不愿离开。学生们都说，杜老师，真是一
个有爱心的人。

小宁曾经是个轻度抑郁症患者，一
度对学习和生活失去信心。多次，杜老师
找她谈心，守护她走出心理障碍。大一那
年，她认识了杜雪花，是杜老师的关爱，
将她从“深渊”中拉了回来，走回了生活，

回到了集体之中，感受到了集体温暖。
“杜老师经常找我、问我、关爱我、

陪伴我，常鼓励我面对眼前困境，她还
带我去补牙，给了我亲人般的关怀。没
有杜老师，就不会有现在开朗、乐观的
我。”说起杜雪花，小宁眼神里都是温情。

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熟
悉杜老师的人都说，杜雪花不仅人长得
美，而且心灵美，富有一颗爱心。

“用心去爱孩子吧，孩子们的前途和
我们息息相关。”这是杜雪花总爱说的话。
她说，自从走上教师岗位以来，她的喜怒
哀乐都与学生有关，自己是为爱而生的。

“杜老师工作负责、细致，放假不积
极，加班她第一。”同事这样评价她，放
假，她总闲不住，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我虽然已经毕业很多年，但每次
我在工作上遇到问题，不管是专业上的
还是生活上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她都会第一时间微信回复我，给我指导

意见。”毕业 5 年在上海工作的张茜告
诉记者，自己现在的工作也是杜雪花介
绍的，在她的人生路上，“杜小妈”就像
她心中的一盏明灯，指导走好人生路。

杜雪花不仅对学生满怀爱心，对社
会同样爱心满满。今年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来袭，身为教师的她，不但没有置
身事外，而是选择勇敢逆行。

1 月 21 日，已经放寒假正准备回
湘乡老家过年的杜雪花，得知武汉暴
发疫情，心急如焚，她拿出自己的积蓄
购买口罩、建立爱心群、组成爱心团
队、发动朋友圈参与、联系海内外购买防
疫物资……连续几天，杜雪花竭尽所能。

疫情严重后，国内已经很难采购到
防疫物资，杜雪花就将目光转向马来西
亚、澳大利亚、泰国等海外市场。

“我每天不是盯着手机，就是盯着
电脑，在群内进行人员任务分配、登记
求捐信息、联系物资渠道，忘记了疲
惫。”杜雪花回忆说。

疫情严峻期间，杜雪花和她的爱心团
队帮忙联系捐赠口罩250万只，防护服
1000多件，还有药物、手套等几百箱，总
价值上千万元，为防疫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 爱 而 生
——记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杜雪花老师的爱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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