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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龄童走进小学教“西游文化”
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章金莱）近

日应邀来到长沙市高新区雷锋小学，与师
生开展了一场“西游之旅”，宣讲拼搏、进
取、不屈不挠的“西游文化”。 ■记者 李琪

医学影像学专业毕业生紧俏
11月29日，全省医药卫生类2015届毕

业生专场供需见面会在湖南中医药大学举
行，发布需求岗位数近万个，其中医学影像
学专业的毕业生十分紧俏。 ■记者黄京

湘潭建民办公助社区养老站
湘潭市岳塘区中洲路街道九洲社区

近日成立了该市首家以“民办公助”方式
打造的居家养老服务站， 区政府投入100
万元，建5个示范性服务站。 ■记者 李琪

动政务 态

玫琳凯“春蕾在行动”
为更多乡村孩子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

【圆梦】 一扇窗口就这样悄悄打开

今年11月20日， 衡阳市衡阳县洪
市镇清江村小学，玫琳凯的电脑教室捐赠
活动完成后，孩子们早已迫不及待，志愿
者们开始教他们如何使用电脑。

经销商安琪被玫琳凯的姐妹们推
荐当天去给孩子们上第一堂电脑课。
活动前一晚， 她不停地在自家的电脑
上练习明天上课要讲的内容， 尽管只
是简单地在电脑上为一幅图画上色，
做成一份电子贺卡。

教室里， 点击鼠标的声音和敲击
键盘的声音叠荡在一起。 安琪在台上

认真的讲解着操作的每一个步骤。孩
子们的电子贺卡被打印出来， 作为礼
物送给老师们。

莫忘初心，善始善终。从援建校舍
到捐建电脑教室， 玫琳凯时刻关注受
助群体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 玫琳凯
媒体事务总监周立羽说。

【感恩】 玫琳凯11年公益行

“春蕾行动”始于1989年，是由全
国妇联发起的资助中国贫困地区女童
恢复学业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

美好善良的事务总会和玫琳凯结

缘。2002年，玫琳凯几位昆明经销商得
知当地女子中学一个少数民族班上不
少学生因贫困学业生活困难， 她们便
自发前往，看望并资助了那些学生。

她们“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人”的善
举，得到了玫琳凯公司的认可，参与春
蕾行动随即被定为全公司的公益项
目。其中，玫琳凯春蕾小学项目是玫琳
凯中国公司与全国妇联合作在贫困地
区为教学条件艰苦的儿童捐款建立新
校舍，以此改善学生的就学条件。2003
年后玫琳凯中国公司陆续在湖南等省
捐建了13所春蕾小学，经销商与450名
春蕾孩子结对帮扶。

2010年，玫琳凯“春蕾看世界”活
动在上海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40名
春蕾女童欢聚上海， 共同体验了精彩
纷呈的2010世博盛会。

2011年7月5日， 玫琳凯“让梦想
飞———春蕾班助学”捐赠仪式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玫琳凯大中国区总裁麦予甫
代表公司向中国儿基会捐赠270万元。

今年5月，玫琳凯携手上海宋庆龄
基金会正式成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玫
琳凯感恩公益基金， 累计捐赠额已超
过580万元！

从19年前的从零开始， 到2014年
在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累计投入超过1
亿元。从“春蕾行动”的捐资助学到“感
恩在行动”捐赠的爱心电脑教室，玫琳
凯11年的公益行， 让数万山里乡间的
孩子们不仅仅能够有书念，有学上，更
能够通过电脑这扇窗口去触摸这个世
界，感受它的丰富与多彩。

玫琳凯的春蕾行动由来已久。
到今年，是玫琳凯进入中国的

第19年， 也是玫琳凯在中国开启
公益行动的第11年。这一年，曾经
荣膺“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企
业”的玫琳凯公司在公益的道路上
做了新的尝试———捐建电脑教
室。在湖南省的长沙市岳麓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衡阳
市、岳阳市四所贫困小学，玫琳凯
就捐赠了30万资金建设 “爱心电
脑教室”。 爱心之举得到了湖南省
工商局经检总队的大力支持，毛爱
伦总队长亲自带队参与组织了系
列捐赠活动。 玫琳凯捐建的爱心电教室。

▲玫琳凯在
岳阳爱心助学。

本周最低气温
降至5℃以下

本报11月30日讯 一股
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今天
在全省展开。省气象台专家预
计，12月1日早晨，我省日均气
温的过程降温幅度可达5℃。

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
区有3-5级偏北大风。 新一
周，除南部地区外，全省大部
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
5℃以下， 其中西北山区可达
0℃左右。 ■记者 刘璋景

11月30日，长沙开展122全国“交通安
全日”活动。即日起，集中整治超速、超载、
酒驾、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
让斑马线等七类交通违法。

今年7月1日至11月28日， 长沙市共查
处涉酒驾驶违法1984起；不按信号灯指示
通行37736起；斑马线上机动车不让行人引
发各类交通事故162起。 ■记者 黄娟

本报11月30日讯 昨
天16时31分许，位于长沙市
远大路的三湘南湖家具城
发生火灾， 接到报警后，消
防部门立即赶赴现场扑救，
30日凌晨2:30明火全部扑
灭，确认无人员伤亡。

由于该建筑外侧被铁
制广告牌包围， 加之建筑内
部结构复杂，且存放大量可
燃易燃的木质家具、 电器设

备等， 造成火灾载荷大，给
消防灭火救援工作带来极大
困难。发生火灾后，芙蓉区委
区政府立即有序疏散群众
1000余人，确保无衍生事故
发生。据现场勘察，初步估计
过火面积约18000平方米，
主要是家具城顶楼阁楼。

据初步调查，火灾系内
部安装施工操作不当引起，
警方已控制6名直接责任的

相关人员，相关责任人和财
产损失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1月30日上午，芙蓉区
召开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
议，就后续财产清理、现场
处置、安全维稳等工作进行
了部署， 要求全区各级各部
门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全面
开展消防安全地毯式大排
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落实
安全责任。 ■记者 曾力力

安监总局11月30日发
布消息称，国务院近日对沪
昆高速湖南邵阳段“7·19”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
爆燃事故调查报告作出批
复，认定是责任事故，对涉
嫌犯罪责任人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他责
任人分别给予相应党纪、政
纪处分和行政处罚。

7月19日2时57分， 邵阳
市境内沪昆高速公路1309公
里33米处发生特别重大道路
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造成54
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4人因
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5300万元。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车
牌号为湘A3ZT46轻型货车

追尾车牌号为闽BY2508大
客车，致使轻型货车所运载
乙醇泄漏燃烧。

管理原因是：长沙大承
化工有限公司、长沙市新鸿
胜化工原料有限公司非法
运输和充装乙醇；福建莆田
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对
事故大客车存在的站外发
车， 不按规定路线行驶，凌
晨2时至5时未停车休息等
多种违规行为未能及时发
现和制止；长沙市胜风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和北汽福田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奥
铃汽车厂违规出售汽车二
类底盘和出具车辆合格证，
长沙市芙蓉区安顺货柜加
工厂、振兴塑料厂非法从事

车辆改装和罐体加装；其他
事故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不得力； 湖南、
福建两省有关地方政府及
其相关主管部门履行安全
监管责任不得力、不到位。

根据调查事实和有关
法律法规，对长沙大承化工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添
等34人采取司法措施。对其
他72名责任人分别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责成湖南省
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
查，湖南省和福建省安全监
管局分别对事故企业长沙
大承化工有限公司、福建莆
田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主要负责人处以规定
上限的罚款。 ■据新华社

“7·19”特重大交通事故调查结果通报

三湘南湖家具城火灾无人员伤亡

交通

坪塘大道交通管制
本报11月30日讯 由于长沙轨道交通

3号线莲洋区间出入段线主体工程施工，
11月30日零时起至2016年1月29日24时
止，坪塘大道大王山景区大门至坪塘镇镇
政府路段禁止所有车辆、 行人双向通行，
行经该路段的车辆、 行人由西侧辅道通
行；坪塘大道规划的虹山路至大王山景区
大门南端路段禁止所有车辆、行人双向通
行，行经该路段的车辆、行人由东侧辅道
通行。 ■记者 黄娟

北二环跨长望路
桥梁施工管制

本报11月30日讯 由于长沙北二环跨
长望路（长望路以东1850米-金星路）桥梁
抢险工程施工，11月30日零时起至明年1
月10日24时止，对北二环主线（长望路以
东1850米-金星路） 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东
往西通行， 行经该路段的车辆由北侧辅道
通行。 ■记者 黄娟

连线

集中整治“七类交通违法”

出行

天气

本报11月30日讯 湖南
的ETC车主到年底就可“一路
不停车” 通行其他13个省市
了。记者今天从省高速公路管
理局获悉， 湘赣交界的4座高
速公路收费站已完成ETC改
造，年底前，湖南将与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
东、陕西等13个省市联网。

■记者潘海涛

湖南ETC年底
与13省市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