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远一盗车团伙栽了

追回被盗车4辆

本报

8

月

12

日讯 （通讯员 刘晓玲 记者 李

茁）记者

11

日从宁远县公安局获悉，该局最近成

功摧毁一个盗窃汽车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骆某等

6

人，破获盗窃机动车辆案件

10

余起，追回

被盗车

4

辆，缴获作案工具

10

余件，为群众挽回损

失近

20

万元。

2009

年

11

月份以来，宁远县接连发生多起面

包车、货车、小轿车被盗案件。宁远县公安局成立

了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自今年

3

月起，专案组民

警

4

人一组， 采用警车巡逻和步行巡逻的方式开

展夜巡，并对停车场、废旧物资回收点等部位进

行蹲点守候。

6

月

13

日， 通过调查摸底， 一条线索呈现出

来：骆某（男，

40

岁，宁远县太平镇人）多次出售来

历不明的面包车、农用车。警方从骆某的社会关

系着手调查， 初步确定与骆某关系密切的张某、

黄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7

月

31

日

21

时许，专案组民

警掌握信息，该团伙成员在蓝山县某酒店聚餐。

8

月

1

日上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骆某、张某、黄某

抓获，并当场缴获一台面包车。到

8

月

6

日，李某等

3

名涉嫌销赃的犯罪嫌疑人被陆续抓获。

4434支非法枪支

集中销毁

长沙摧毁涉枪涉刀犯罪团伙47个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向波 孔

奕）今天上午，在宁乡县大成桥镇，随着长沙市公安

局负责人一声令下，民警和工作人员将长沙警方近

段来缴获的

4434

支非法枪支 （其中制式枪支

1447

支）、

7844

把管制刀具投进了焚化炉。

今年

5

月至

6

月，长沙市开展了为期

50

天的打击

涉枪涉刀犯罪专项行动，以“破大案 、抓逃犯 、追源

头”为重点，对涉枪涉刀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露头就

打，一打到底”高压态势，先后破获了一大批有影响

的涉枪涉刀案件。其中 ，侦破 “

3

·

12

”系列持枪抢劫

案，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雷海奇等

3

人，缴获仿六四

式手枪

1

支、子弹

4

发、匕首

1

把；破获“

6

·

12

”持刀抢

劫案，摧毁一个恶性抢劫团伙 ，抓获涉案犯罪嫌疑

人刘功平等

7

人。

这次专项行动 ， 长沙市共破获涉枪涉刀案件

256

起，查处涉案人员

475

人 ，其中刑事拘留

327

人 ，

行政拘留

148

人，先后摧毁涉枪涉刀犯罪团伙

47

个。

行动期间，长沙警方组织开展集中收缴行动 ，对辖

区内仿真军品店、风景旅游区、公园、校园周边等可

能销售仿真枪支、管制刀具的区域、部位，以及娱乐

服务场所、外来人员聚居区等场所 、地区进行重点

整治。雨花区公安分局在对长沙高桥市场进行专项

清理时，一次性收缴仿真枪

61

支 。长沙警方还开展

了严密的巡逻查控，对查获的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

一律予以收缴并依法处理。

确保“货真价实”

长沙3万人

登门普查人口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奉成

君）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长沙市人口普查动员会上获

悉，该市组织一支

3

万人的“大军”从事人口普查，以

做到“楼不漏栋、栋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

离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

记的标准时点不到

80

天了 。长沙近两年来 ，由于城

市建设拆迁 、棚改数量大 ，人口流动数量大 、频率

高，居住地不稳定、出租屋现象增加。与前几次人口

普查相比， 第六次人口普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

多。

为此， 长沙市将选调

3

万名普查员与普查指导

员专攻人口普查难关，其中

1

万多人从社会聘请，据

估算“两员”补贴费将达

3000

万元，“两员”报酬与数

据质量挂钩。

公安部门将重点查清常住人口中重户重口和

人户分离、户口待定人员、应销未销户口，确保常住

人口登记、身份证、计算机存储的人口信息同居民

本人实际情况一致。注销重复户口 、注销虚假户口

并严肃处理责任人、动员尚未换领二代证的群众尽

快换领。

《长株潭城市群

通江达海战略研究》破题

本报

8

月

12

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罗

兰）

8

月

5

日，岳阳市委宣传部和城陵矶临港产业

新区管委会组织召开了 《长株潭城市群通江达

海战略研究》课题座谈会。围绕打造直通航线、

做好基础配套设施、强化政府部门职能和服务、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物流观念、增强企业龙头作

用等， 与会专家和临港企业代表展开了热烈讨

论。大家认为，临港产业新区的规划和发展，应

该用历史眼光、现实依据、宏观思维和科学论证

的方式来进行，特别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南岳景区门票将“变脸”

本报

8

月

12

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刘

园园）记者日前从南岳景区门票管理处获悉，从

下月起， 旅客到南岳旅游时使用的门票将被新

的明信片式门票取代。目前，与之相应的系统改

造正在加紧进行，月底可投入使用。

为了更好宣传旅游资源， 南岳景区与省邮

政公司合作， 从

9

月

1

日起景区门票将逐步改用

明信片式门票。这种门票的特点是，门票一面是

票价，景区照片，宣传文字，另一面是明信片格

式，附有邮资。据了解，明信片式门票具有收藏

价值和邮寄功能。 游客可根据各自需要随意给

亲朋好友邮寄， 此举有利于南岳景区旅游资源

的宣传推介。

２０10

年

8

月

13

日 星期五

综合

9

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傅汝萍 责任校对 魏跃勇

本报记者 陈淦璋

从深山璞玉 ，到惊世明珠 ，仅用四年

时间，由我省牵头的“中国丹霞”申遗就走

完了从启动到成功的完美过程，其地域跨

度之大 、参与单位之多 ，在申遗历史上还

没有先例。

8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中国丹霞·崀山列

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新闻发布会在长沙通

程大酒店召开，吸引了中央、省、市及香港

地区的众多媒体到场。 在介绍了 “中国丹

霞”申遗的具体情况后，我省相关负责人就

一些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门票：

3

年内不涨价

从闭车造车 ， 到走向世界 ，“中国丹

霞”成功申遗实现了中国地质科学家八十

余载研究的丹霞梦，回答了

6

省

2

亿多人民

的愿望和期盼 。有记者率先发问 ：整个申

遗过程耗资较大，这个费用是否会分摊在

门票上，造成门票涨价？对此，邵阳市新宁

县 （崀山所在地 ）县委书记陈优秀代表县

委、县政府作出郑重承诺：“昨天县里开会

研究后决定 ，申遗成功来之不易 ，得益于

国家 、省 、市和全社会的支持 ，所以我们

3

年以内门票不涨价， 用这个感恩社会 ，感

恩大家！”

陈优秀介绍： 崀山于

2002

年晋升为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 ，成立时间不长 ，基础比

较薄弱，规划、建设、管理都还存在一定问

题。为了申遗，共投入数亿元用于大规模提

质改造，包括

4

个门楼、

4

个中心、游客道等

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环境整治。 他说：“在

申遗过程中，我们加大保护力度，按照成本

增加的角度来讲，门票是要涨价。但是，我

们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

据了解， 崀山景区门票在申遗成功后

反而作出了一轮下调。 景区骆驼峰、 天一

巷、八角寨、紫霞峒、扶夷江（含漂流）

5

大景

区游览通票由每人

211

元下调至

180

元 ；除

扶夷江漂流外，其他

4

大景区通票价格由原

来每人

156

元下调至

130

元， 且游览时间由

购票后

2

天内有效延长为

3

天内有效。 新票

价已报省物价局审核通过， 今年

9

月

1

日起

将试运行。

交通：将加快改善

崀山景区地处湘西南边远地区， 以现

有交通状况而言，因没有高速公路相通，交

通还不甚便利。 从省会长沙走高速到邵阳

市耗时

2

小时，从邵阳市到崀山景区只有省

道相通，又需耗时约

2

小时。发布会上，有记

者提问道：崀山既然把旅游品牌树了起来，

那么如何破解交通的难题？

陈优秀表示：“通过建设

5

条干线，我们

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省内和周边地区的交

通问题。”他介绍，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

新宁县周边已经开展了一场交通大会战 。

第一条从洞口县到新宁县， 预计明年底建

成通车；第二条从邵阳县到新宁县，时速

80

公里，明年

6

月份通车；第三条是从永州市

到新宁县的国道，预计今年底通车；第四条

是新宁县到泉州市， 预计今年底通车 ；同

时，新宁县到广西的道路正在建设中，预计

明年

10

月份通车。

陈优秀说 ：“省里正加快编制高速公

路、铁路等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通过

3

到

5

年的努力， 将全面改变崀山景区对外的交

通状况。”

保护：与国际接轨

申遗成功后， 保护将成为今后的重头

工作。发布会上，这个话题引起了记者们的

关注。对此，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王

智光旗帜鲜明地表示：“崀山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在保护管理方面也将实现与国际接

轨。我们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宣传世界遗

产的国际理念和保护规则，保护好崀山，保

护好丹霞地貌。”

此前，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批评一些地方过分追

逐商业利益，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

了“味”。他还指出，一些地方的保护 、修复

原则没有与国际接轨 ， 随意进行大修大

建，结果招致国际社会非议。

王智光说， 今后将进一步加强遗产地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继续做好中国丹霞地

貌的研究。加强监管，健全保护机制 ，进一

步完善法规 ，编制专项规划 ，建立遗产地

的监管信息系统， 并严格实行规划审批 。

学习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经验 ，加强

与其他景区的交流和合作 ，探索 “中国丹

霞”的长效管理机制。同时，严格履行世界

遗产公约，积极接受联合国对遗产地的指

导，同时也要勇于面对来自国际国内对遗

产地的监督。

据了解， 下一步我省将成立高规格的

崀山世界遗产管理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遗

产地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工作 ，力争在较短

的时间内 ， 让崀山丹霞地貌以更新的姿

态、更好的形象走向世界。

喝酒撞游泳馆大打拳脚

武警挺身而出斗歹徒

本报

8

月

12

日讯 （通讯员 熊伟 记者 李

茁）昨天上午

10

时，省体育中心游泳馆馆长李建

设，给武警长沙市支队二大队四中队送来锦旗、

鲜花和感谢信， 赞扬四中队排长张小雷见义勇

为、勇斗滋事歹徒的事迹。

8

月

8

日

15

时，

3

名年轻人（长沙市人）走进省

体育中心游泳馆，要求购票游泳，前台售票员见

他们喝了酒，便依据“喝酒人员禁止游泳”的规

定，予以婉拒，但是他们不听劝阻，三番五次强

行冲撞，在被馆内工作人员多次制止后，恼羞成

怒， 对劝阻人员大打拳脚， 致多名工作人员受

伤，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多处骨折，倒在地上痛苦

呻吟。这时，周末轮休的四中队排长张小雷路过

这里，立即上前劝阻，

3

名歹徒转而围打张小雷。

此时，大厅内人员众多，多是妇女小孩，为

了避免群众受伤，张小雷边防边退，将

3

名歹徒

吸引到馆外空地上，一边报警，一边与之周旋。

张小雷在头部受伤、多次喝止歹徒“住手”无效

的情况下，一个漂亮的“砸臂踢裆”将一名歹徒

踢翻在地。随后，张小雷与闻讯赶来的民警将两

名歹徒控制，一名歹徒趁机逃脱。随后，张小雷

与民警一道将歹徒移送到清水塘派出所。

� � � �

本报

8

月

12

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

员 张丽）

8

月

10

日上午， 在湖南颐而康职

业技术学校，一场特殊的消防演习在这里

紧张进行。演习的主角是

10

位盲人。

演习中， 位于

2

楼的

10

名盲人被困火

场， 情况危急。 消防官兵接到求助电话

后，通过电话教授自救措施，指导他们集

中躲进一间屋内，关闭窗户，用水和湿布

打湿门板，等待救援；同时迅速派出消防

官兵和志愿者赶到现场施救， 找到被困

的盲人后，教他们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采

取逐个牵引的方法有序疏散，

10

个盲人顺

利通过消防通道，安全地离开了火场。

为了普及消防知识和火灾自救方法，

长沙市消防支队针对学生、 社区居民、残

疾人开展了“平安生活无弱者”系列宣传

和实地演练活动，今天上午，长沙市消防

支队还向

10

位盲人及颐而康特困员工代

表每人捐赠了

2000

元慰问金，并赠送了灭

火器、消防知识手册和专门针对盲人朋友

制作的消防特殊教育

CD

碟等物品。

� � � � 8

月

12

日， 许多市民在长沙世界之窗的水世界里戏水消暑， 当日， 长沙市最高气温达

39℃

。 省气象台拉响了今年立秋后

的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预计未来几天内我省大部分地区将维持

37℃

以上的高温， 部分地区将再次出现

40℃

高温。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陈曦 徐博雅 摄

� � � � 8

月

9

日， 隆回县妇幼保健院举办了 “创先争优

暨护士礼仪展示比赛”， 比赛展示了医护人员的仪

表着装、 常用礼节、 方位手势等礼仪操守。 图为选

手在进行有关医护礼仪的操作。

刘剑 王晓 摄

抓“瘾君子”抓出一支

上膛的手枪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实习记者 李

寒露 通讯员 吴林芳 周艳云）

1

支仿六四式手枪 、

5

发子弹 ，子弹已上膛 。面对民警从抓获的两名歹

徒身上搜出的这些枪支弹药 ， 出租车司机杨某半

天醒不过神来：“好险，差点成了歹徒的猎物 ，幸好

民警如神兵天降 ， 保佑我躲过了一劫……”

8

月

11

日晚， 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区分局三岔路派出所民

警在便衣巡逻中 ，发现

2

男子形迹可疑 ，疑为吸毒

瘾君子，暗中尾随，然后从出租车上将其控制 ，“好

家伙，当场缴获了一支已上膛的手枪！”

11

日晚

21

时

30

分许 ， 在常德市区朝阳路市二

中医院附近， 两名男子心神不安地在此转悠了好

半天，并拦下一台出租车来到人民西路梅尼广场 。

一男子下车后 ，不顾炎热在街头左顾右盼，焦急地

等待什么人。两人的异样举动 ，被驾车在附近巡逻

的三岔路派出所民警盯上。“可能是两个急着买货

的瘾君子！”为了力争人赃俱抓现行，民警没有贸然

采取行动。

20

分钟后，暗中观察的民警发现，在昏暗

的灯光下，一名中年男子从广场那边勿忙朝等得不

耐烦的这名男子奔来。刚到的男子气喘吁吁地将一

小黑包塞到他手上，转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过

包后，男子迅速上了出租车。随后，二人搭出租车在

市区七弯八拐， 而后又来到柳叶大道电力新村附

近。民警感到，如不立即动手，出租车可能会离开市

区 ，抓捕难度将加大 。民警加大油门 ，将车猛冲上

前，在出租车前一个急刹车停下。这一突然举动，吓

得出租车司机杨某冷汗都冒了出来 。此时 ，坐在车

上的两名乘客一左一右，打开车门撒腿就逃 ，被眼

疾手快的民警逮个正着。随后 ，民警在出租车坐位

下查获了那黑色的小包，打开包一看 ，居然是一支

子弹已上膛的手枪和几发子弹。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王继云 邓黎明 李健康

8

月

8

日上午，溆浦一中校园内，一位

矮小瘦弱的妇女“驮”着高大的儿子，艰难

地在进校的斜坡上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前

往校图书馆看书。

这位妇女是溆浦县舒溶溪乡灯盏坨

村的伍文珍。她这样“驮”着儿子上学校读

书，从小学一直“驮”到高中，一“驮”就是

9

年。

晴天霹雳， 儿子患病突然

站不起来了

9

年前， 伍文珍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幸

福家庭，女儿乖巧懂事，儿子武志平聪明

可爱，学习成绩一直在村小名列前茅。

2001

年

2

月期间，在村小上三年级的

武志平一天里无缘无故要跌倒好几次，便

哭着问妈妈：“为什么自己走也跌倒，站也

跌倒？” 伍文珍与丈夫背着孩子到怀化市

第二人民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为假肥大

型肌营养不良症，建议她的孩子到北京治

疗。

15

天后， 她与丈夫带着孩子赶到北

京。可是，满怀希望的伍文珍等来的是一

个暂时还没有办法根治的残酷结果，但她

牢记医生的叮嘱：“不要放弃，等待医学发

展，会有好结果的。”

就这样，她带着孩子回到了家，背着

孩子边读书边治疗。

2003

年

2

月开始，儿子武志平已经连

楼梯也爬不上去了。这个平时喜欢读书的

小男孩，倔强地用力捶打着自己无用的双

腿。伍文珍抱起孩子嚎啕大哭，儿子见状

却安慰妈妈说：“妈妈不哭，医生说我的腿

总有一天会好的。”

“驮”子上学，点燃孩子生活

的希望

2004

年

8

月开始， 伍文珍在医生的指

导下，从掐捏敲打开始，学会了康复训练

的基本方法，孩子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

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2005

年

8

月， 她决定举家搬进县城学校附

近租房过日子。这年

9

月，她将儿子转学到

该县卢峰镇第一完全小学五年级。

4

年后，

武志平以优异成绩考进湖南省示范性普

通高中———溆浦一中。

这些年来，为找到一个方便儿子进出

的房屋，她

4

次迁居。

从她租住的房子到学校不足

500

米，

平常人只需要

5

分钟，但她“驮”着儿子却

要“走”几十分钟。为了节省时间，她经常

比别人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准备。在溆浦一

中外校门到内校门之间，有一道

40

米左右

的坡道，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母子俩相

互鼓励。有时儿子实在挪不动了，她把自

己“弯”成一个半圆形，艰难地“驮”着儿子

走。

母亲的艰难， 儿子一点一滴看在眼

里，痛在心里。为了让妈妈有更多的时间

休息，他中午、放学后都留在教室学习，晚

上下自习课后才回家。每学期均居全年级

前列的成绩单，让母亲感到欣慰。

永不言弃，“大爱母亲” 誓做

儿子“永远的支撑”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放弃他，希望他

能看到我的努力，勇敢地活下去。”伍文珍

对记者说。

只要一听到哪里有能治儿子这种病

的好消息，伍文珍就想方设法带着儿子赶

去治疗。

孩子久治不愈， 伍文珍强顶精神压

力。邻里乡亲有人说她傻，守着一个没有

希望的儿子；身为独子的丈夫希望按政策

再生一个小孩。她与丈夫沟通，如果在儿

子治疗的过程中再生一个，对他来说意味

着放弃，大人的放弃会让孩子没有信心活

下去。“作为母亲，谁愿意忍心放弃在绝境

中求生的孩子呢？”

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武志平已经长

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英俊小伙。孩子的长

大让她既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自己付

出终于有了一点回报；伤心的是，孩子每

长大一岁，病情就加重一点，自己越来越

感到力不从心。现在，武志平每挪动一步

都要依靠母亲的帮助，每一步的挪出都让

他感到很吃亏。为了尽量延缓儿子运动功

能丧失的时间，她坚持不让儿子坐轮椅。

2008

年冰冻期间， 由于道路湿滑，艰

难地行走在学校坡道上的母子俩七八次

摔倒在地，倒下，爬起，再倒下，再爬起，母

子俩泪流满面。

孩子的父亲在外地打工挣钱养家，伍

文珍每天为儿子翻身、洗澡，搀扶蹒跚的

儿子上厕所，儿子蹲不下去，她就拿着小

凳子，以自己为支点，让儿子靠着自己往

下蹲……

有人问她，现在儿子读高二了，假若

高中毕业了怎么办？她回答说：“如果儿子

考取了大学，我就租住到大学门口，陪伴

儿子读大学；如果没考上，我也要陪他走

完一辈子。我相信，只要活着，就有机会！”

长沙10位盲人演练消防

坚强母亲“驮”起病儿的希望

� �山保护将实现与国际接轨

———写在“中国丹霞”成功申遗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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