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3日讯 “父母的胸怀是

儿女的天堂”。昨日，省残疾儿童家长

总校在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正式成

立， 家庭教育工作室创始人李丽结合

自身经历，告诉家有残疾人的父母：父

母的自信是孩子康复的第一要素，家

长应该用真心、动真情，帮助遇挫折的

孩子树立信心，回归社会。

被评为 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的李丽自幼患小儿麻痹症， 行动只能

靠轮椅。但李丽没有向命运屈服，创立

了李丽家庭教育工作室、公益网站“丽

爱天空”，让近万名学生树立自信。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周京晶

本报7月13日讯 今日凌晨1点， 我

省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平行一

志愿投档分数线出炉， 清华大学文史理

工投档分数线双双为最高， 四年位列文

理科第一名，其中文史类663分、理工类

685分（去年文史类为654分， 理工类为

673分），北京大学文史类660分，理工类

684分（去年文史类为650分， 理工类为

671分）。 上线考生可登录湖南招生考试

信息港（www.hneeb.cn）查询电子档案

走向。18日将完成本科一批录取。

省内5所一本高校招1万多人

今年我省本科一批文科录取控制线

为583分，理科为572分。省内高校投档线

均较去年有所提高。

湖南大学文史类615分、 理工类619

分，中南大学文史类 612分、理工类620

分，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类593分、理工类

585分， 湘潭大学文史类586分、 理工类

575分，长沙理工大学文史类585分、理工

类582分 ，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文史类

584分、理工类573分。

以上5所高校共计划在湘招生1.1万

人。 今年在我省参加本科一批录取的院

校共192所，包括重点本科院校和参加该

批次录取的一般本科院校， 计划在湘招

生21641人。

15日本科一批征集志愿

从本科一批开始， 各批次录不满额

的院校将公布招生缺额， 本科一批征集

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5日，上线未录取的

考生应及时关注， 不要错过第二次竞争

本科一批的机会。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丁红连 邓成成 李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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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本科一批录取18日完成

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15日 省内5所一本高校招生1万多人

本报7月13日讯 “第一次走出国门，

我希望能交到几个澳洲的朋友，与他们切

磋一下大提琴技艺……”11日下午， 长沙

黄花机场，即将踏上赴澳之旅的明德中学

学生艺术团大提琴手王乐颖高兴地说。

2012年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40周

年， 澳大利亚政府将2012年命名为中国

年。应全澳中华青年联合会邀请，长沙市

明德中学作为湖南省唯一参与此次青少

年文化交流活动的单位，在田汉大剧院的

组织下， 派出120人的学生艺术团赴澳大

利亚进行文艺演出、书画作品展，他们将

于7月18日在悉尼歌剧院进行首次国际化

汇演。

澳方对此次活动非常重视，全澳中华

十大杰出青年参会嘉宾和代表；澳大利亚

联邦总理特别代表及联邦部长、 联邦议

员、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州议员、州教育部

长等，以及当地名流和各华人社团也将到

场。

作为此次活动的合作媒体，湖南公共

频道“公共大戏台”栏目派出金牌小戏探

凌琳担纲主持18日的“放歌剧院”晚会，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UP向日葵》亦派

出记者随行赴澳，全程记录汇演盛况。

■记者 秦昊 实习生 刘驰

湖湘少年即将放歌悉尼歌剧院

本报7月13日讯 今日，长沙市实

施机关事业单位引进储备优秀青年

人才“四个一”培养工程工作会议召

开，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

说，“要用事实来证明，人才选择了长

沙，选择的是成功。”“四个一”工程计

划从今年起，3年内面向全市机关事

业单位引进储备的青年人才，通过定

向考录一批、基层任职一批、定向公

选一批、解决编制一批的办法，重点

培养启用300名左右德才兼备、 潜质

突出、表现优秀的青年人才。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廖玉姣

长沙3年内重点培养

启用300名英才

省残疾儿童家长

总校成立

本报7月13日讯 今日，长沙市政

府办公厅发出消息， 面向长沙市范围

内实施公务员法机关、 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机关已进行了登记的人员公开

选调市政府新闻发言人1名。

选调对象要求中共党员； 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 年龄在32周岁以下

（1979年6月30日以后出生）， 全日制

研究生放宽到35周岁（1976年6月30

日以后出生）； 任副科级 1年以上

（2010年7月1日以前任职）；参加工作

满5年（2006年6月30日以前参加工

作）， 且近3年年度考核结果为称职以

上。7月22、23日报名，地点：长沙市政

府一办公楼四楼中会议室。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曾韧

长沙市政府

选调新闻发言人

7月13日下午，长沙市湘江大道营盘路口，因过江隧道工程封闭施工的车道已部分恢复通行。 记者 田超 摄

长沙地铁：不让问题扶梯“混”进来

本报7月13日讯 北京地铁扶梯逆

行致一人死亡、 深圳地铁扶梯逆行致四

人受伤、 上海地铁一部电梯突然停止工

作……连日来，读者打进本报热线询问：

长沙地铁2号线后年10月通车运营，如何

保障电梯安全？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的负责人说， 他们会按法律法规

招投标选择电梯， 并在运营期间做好维

护保养。

地铁站每部扶梯旁有人行楼梯

长沙地铁2号线19个车站大多是地

下两层，负一层是站厅层（买票区），负二

层是站台层（候车区）。按地铁设计规范，

由站台至站厅、 由站厅至地面有自动扶

梯连接，也有人行楼梯。

土建施工单位的人说，长沙地铁2号

线大多在做车站主体结构， 电梯等设备

装修属于车站二期工程， 要等到明年下

半年开始装。

严格招投标不让问题电梯进地铁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 自动扶梯事故有可能是因为电梯

本身质量问题， 也可能是后期维护保养

不当。目前，长沙地铁2号线已经启动人

防防护设备采购、安装及服务项目、供电

系统集成管理服务项目、 屏蔽门设备采

购与安装项目招标， 电梯设备的招标预

计等到年底附近。

“这些电梯事故给了我们教训，”该

负责人说， 他们不能私下选择或弃用某

电梯品牌， 一切遵循招投标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不让问题电梯进入长沙地铁。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宁钦 谢婷

陈先生：车祸不能避，人祸可以免，

长沙地铁千万不要用到这种电梯。 他想

知道，长沙地铁有没有规划人行梯。

张先生：长沙地铁会用什么电梯？应

该公示给大家看，让我们放心。

陈女士：近几年，长沙楼房电梯也频

频出事，我买新房时只敢买非电梯房，老

公、婆婆劝我都没能让我改主意。现在地

铁要修好了，电梯可千万不能出事，强烈

建议使用安全电梯！

读者发声

离长沙市营盘路湘江隧道国庆通车

只有两个半月了， 施工方正逐步恢复东

岸与西岸的车道， 并开始装修隧道内防

水防火材料。

8月恢复两岸路面

营盘路隧道主线在东西两岸分别接

营盘路和咸嘉湖路， 东岸匝道进口在主

线南侧湘江大道上、 出口在主线北侧好

食上门店前， 西岸匝道进出口都在主线

北侧潇湘大道上。

长沙好食上门店前的湘江大道中间

竖着一排蓝色围挡， 上面贴着隧道施工

的标语，湘江大道已通车但没划线。中铁

隧道集团营盘路湘江隧道联合体工程项

目部负责人说， 湘江大道下的出口匝道

已做好， 围挡转给路面整治施工单位在

用，“要不是路面整治， 湘江大道已经恢

复双向六车道。”

按照工程计划，潇湘大道和营盘路8

月恢复路面， 咸嘉湖路望月路口至金星

大道间还在铺埋地下管线， 会稍迟一些

但不超过9月。

防火涂层耐烧两小时

营盘路隧道为单层双洞双向四车

道，南、北线平均净间距18米，最小间距

仅为4.6米。两条线之间设有6个车行横通

道和3个人行横通道，这是发生事故时的

紧急疏散通道。施工人员说，从匝道口进

去可走过湘江底到河西， 隧道内正在铺

设路面和防火涂层。

隧道内至少安装了60台风机， 汽车

尾气由这些风机消化， 除了常规的灭火

器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隧道壁用防火

材料装修，防火板可耐烧两个小时以上。

下雨时， 主线和匝道六个出入口都

有水泵拦截， 其余雨水经水沟流入隧道

中间后，由江中泵抽排。和湘江大道浏阳

河隧道一样，隧道两端各设有防淹门，必

要时用防淹门隔断内外联系。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谢婷 宁钦

营盘路湘江隧道8月恢复两岸路面

地铁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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