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3日讯 今日，长沙市交警

支队启动交通安全整治， 危爆车辆及黑

校车成为整治重点。

联合整治围剿黑校车

上午， 长沙市芙蓉区交警大队联合

交通运输部门及教育部门对辖区内黑校

车展开了专项整治。上午11点50分，执法

组来到大同二小门口，正值放学时间，牌

号为湘AL2159和湘AM9420两辆没有

任何校车标识的面包车， 静静地停靠在

小学门口，车窗上贴着深色遮阳纸。

核定人数为6人的面包车大门敞开

着，一些孩子轻车熟路地直接钻进车内。

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将司机叫下问话，一

名高年级的男同学告诉记者， 车上最多

时可以坐12个人，“后面5个，中间坐3个，

前面老师抱2个，其余的站着。”

家长的“支持”让人担忧

“黑校车为了效益超车、超载，发生

了交通事故也不负责任。” 民警李杰介

绍， 黑校车在无校车的学校门口比较普

遍，更让人忧心的是，不少家长对此还表

示支持。“住得太远又没有校车， 只能坐

这个， 妈妈每月要交400元钱。” 车上的

一名学生说，“校车” 负责将他们送到芙

蓉苑内一个托管中心， 等到下午上课时

间再送回学校。“如果晚上也要接送，每

月就要交750元。”

“正规校车会贴有新版校车专用标

志或放置校车标牌， 每座必须配备安全

带，不得超载。”长沙市交警支队有关负

责人表示， 春运前夕将对全市所有正规

校车进行一次清查，坚决取缔“黑校车”。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唐吉

放学孩子直接钻进超载面包车

长沙开展交通安全整治 交警：坚持取缔黑校车

本报1月13日讯 400名便衣铁警严

打“黄牛党”，600余名安检人员“五道防

线”严防危险物品进站上车。长沙铁路公

安处提前启动以打击倒卖车票、 制贩假

票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目标的“蓝盾行

动”，加大安检查危力度，确保站车安全。

为打击“黄牛”，长沙铁警在各车站

售票厅、退票窗口、车站广场、进出站通

道等重点部位进行了严密控制， 设置栅

栏、拉警戒带分区划块，使购票和退票分

离、候车和售票分离，最大限度压缩“黄

牛党”的活动空间。

同时，长铁警方配备了600余名安检

力量， 设立了五道安检防线， 对车站外

围、进站口、安检查危、售票厅、候车室、

行(邮)包通道等重点部位实行全覆盖网

格式管控， 对旅客及其所带行李进行严

格检查。

目前已查获危险物品954起，收缴仿

真枪6支， 烟花爆竹7万余响， 管制刀具

291把，有效防止危险物品进站上车。

武装民警、搜爆犬全天巡查。持枪民

警外围巡逻，及时发现可疑情况并处理。

训犬员带领70多条警犬24小时不间断巡

逻，对售票厅、站前广场、入口等各重点

部位，全面加强巡逻、清理、盘查、查缉，

及时发现、识别爆炸物品。

安检仪排查可疑物品。 所有旅客在

进站前，行李必须100%过安检检查。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朱红梅 袁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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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湖南省妇联、省健康教育所及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联合主办的“靠近我，温

暖你———呵护宫颈卵巢，温暖女人一冬”暖宫

公益行动正在进行中。 截止昨日，活动指定医

疗机构———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已为

2000 余名患者提供了免费“暖宫”服务，为 400

余名需要进行妇科微创手术治疗的患者提供

了每人 300至 1000元不等的医疗费用减免。

婚后两年不孕，原是子宫肌瘤作怪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门诊， 结婚

两年却迟迟没有怀孕的芳芳，正在向妇产科

专家张炯诉说自己的遭遇：原来，早在 3 年

前芳芳还在念大四的时候，就发现例假不正

常， 有时月经量还特别的多， 感觉腹痛、坠

胀、白带增多。 由于忙着毕业找工作，她并没

有在意身体的这些变化，上班后逐渐隆起的

小腹虽然让芳芳很苦恼，但也没有影响和男

朋友的感情。 结婚后，夫妻两人忙着过小日

子，也没想着去医院检查身体。 不料，结婚两

年一直没避孕的芳芳，却迟迟没有怀孕。 婆

婆的念叨让芳芳紧张起来，这才想着去医院

检查身体。

拿到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的体检

报告时芳芳懵了：自己患上了子宫肌瘤，正是

因为子宫肌瘤的缘故，自己才迟迟不能怀孕。

为了尽快治愈子宫肌瘤，早点做妈妈，芳芳于

是前来求助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专家

张炯。 考虑到芳芳的具体情况，张炯在仔细检

查并确诊后， 尽快为芳芳安排了损伤最小的

手术方式———微创凝固刀手术， 为芳芳顺利

摘除子宫肌瘤，并依照“呵护宫颈卵巢，温暖

女人一冬” 暖宫公益行动的优惠措施为芳芳

申请了 1000 元的手术费用减免。 术后， 还为

她安排了暖宫套餐。

子宫肌瘤引发“宫寒”，宫寒导致不孕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专家张炯指

出，近年来子宫肌瘤的发现率、就诊率均居高

不下，且有明显低龄化趋势，不少未婚或已婚

的青年女性，都在子宫肌瘤的罹患之列。 张炯

提醒女性朋友， 由于子宫肌瘤导致子宫功能

受损引起的月经不调、疼痛、白带增多等复杂

的宫寒症状，对女性健康损害很大，甚至引发

不孕，剥夺女性做母亲的权利，所以广大女性

一定要定期体检，关注子宫健康！

据悉，由湖南省妇联、省健康教育所和武

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共同举办的 “呵护宫颈卵

巢，温暖女人一冬”暖宫公益行动正在火热进

行中。如果您有手脚冰凉、月经不调、妇科炎

症、宫颈糜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宫寒不

孕等症状，请火速报名参加“暖宫”公益行

动。暖宫修复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温暖子宫，

让女性生理机能处于最佳状态，有利于妇科

疾病的快速治愈和预防复发。 31 日前，通过

“暖宫 ” 专线 0731-88883318 或加 QQ：1

39285588 及 登 陆 活 动 官方网站：

http://www.88883318.com/nuan/ 等 多 种 渠

道报名参加活动的女性，可享受妇科疾病检

查、治疗、手术的全程优惠，同时还可以申请

最高千元的手术费用减免援助， 享受免费

“暖宫”治疗，让身体机能和生育能力得到更

温暖的保护。

记者 张文杰 通讯员 唐敏

婚后两年迟迟不孕，皆因子宫肌瘤作怪

拨打（0731）88883318，预约限价妇检和“暖宫”项目，申请最高千元医疗援助

本报1月13日讯 下周，您将看到一

个全新的天心阁。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

建成27年的天心阁主阁楼正式封闭施

工，整个主阁的油漆、墙漆将全部翻新。

工程定在本周内完成。

天心阁阁楼“很受伤”

“阁楼的油漆是5年前翻新的。”天心

阁景区管理处办公室负责人李胜龙介

绍，由于常年被风吹雨打，阁楼油漆很多

地方开裂、风化，木质构建裸露在外。

主阁楼2楼、3楼全是木地板，由于旅

客太多， 每隔1到2年要刷一次地漆，门

窗、墙壁等处也多有破损，急需修补。

顶部的琉璃瓦是1983年装的， 历经

20多年的洗礼，不少瓦片已经破损，阁楼

顶部有漏水。经查，此次需要更换修复的

瓦片至少有100块。

油漆环保可用10年

目前，主阁楼四周已经搭起架子，入

口也已封闭。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翻新所

采用的油漆是专门用于古典建筑上的油

漆，防腐防水，具有很强的抗裂性和附着

力，可保证主阁楼10年之内不用翻新，而

且是用清水稀释，很环保，涂装后不会造

成污染。

李胜龙介绍，整个施工计划将在本周

内完成。在主阁楼施工前，主阁左右两侧

南屏、 北拱两侧阁楼已经翻修完毕接待

游客， 这是天心阁阁楼建成后首次大规

模翻修。

记者从天心阁文物科得知，天心阁已

有近500年的历史。 明末时阁楼为一层，

清乾隆年间修建为两层， 嘉庆年间加建

为三层， 当局将年久失修的天心阁全面

修缮加固， 并在阁楼的左右两侧增建二

轩（南轩和北轩），气势尤显壮观，后毁于

1938年的“文夕大火”。

现天心阁为1983年在原址重建 ，

1984年对外开放。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沙伟

天心阁主楼首次封闭“美容”

下周对外开放，建成27年后首次大规模修缮

本报1月13日讯 据不完全统计，

自去年4月30日省委创先争优活动动

员视频会议以来， 省属国企党员在创

先争优活动中共提合理化建议12817

条、开展技术革新项目6415个，带来的

经济效益约为5.5亿元。

全省国企创先争优活动突出体现

了三大特点，即领导点评有深度、群众

评议有广度、考核评价有力度。

中联重科、 华天集团党委在群众

评议中特意邀请客户代表参加， 还通

过网络及电话等方式，收集意见建议，

并逐一进行落实反馈， 提升了企业的

美誉度； 各企业普遍围绕本企业的中

心任务和重点工作， 根据不同类型基

层党组织的实际情况， 将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考核结果

与薪酬挂钩。

推动民生工程建设， 让老百姓得

实惠。2010年8月5日， 湖南路桥建设

集团公司通过了养老保险方案、 企业

年金方案、退休人员津补贴方案，使困

扰企业多年的社保遗留问题进入了实

质性解决的渠道。

■记者 胡抒雯 实习生 刘宇

1月13日，工人在天心阁主楼搭建脚手架。 记者 田超 实习生 陈杰 摄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时代先锋

全省国企高标准

推进创先争优

长沙400便衣铁警抓“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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