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9日讯 今日，在
新宁县崀山国际会展中心，来自
广州市公安局30名功模与新宁
县600余名干警面对面进行交
流。李嘉棋等广州公安功模的典
型发言， 博得了台下的阵阵掌
声，也引起了大家的心灵共鸣。

今年以来， 新宁县政法系统
开展了“正风纪、强素质、树形象”

教育整顿活动，通过集中学习、案
件质量讲评及“真刀实枪、针针见
血”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干
警们“红了脸”、“出了汗”，放下了
包袱，提振了精神。这次，邀请广
州市公安局的功模们来为干警们
“传经送宝”， 让干警们在感受同
行功模风采的同时， 不断增强廉
洁、公正、奉献的意识。

活动中，广州市公安局的功
模们与新宁干警促膝谈心，交流
工作心得。“第一次与同行功模
零距离交流， 让我深受感动，知
道了作为一名执法人员，该做什
么，不该做什么。”新宁县公安局
干警漆临春感慨万千地说。

■记者 陈志强 陆益平
通讯员 杨坚 伍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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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
业商会、 广东省家具商会主
办，开福区人民政府、高岭国
际建材家居城承办的2016中
部（高岭）建材家居批发交易
会，将于5月21日-23日在高岭
国际建材家居城隆重举行，市
民采购同享工厂批发价。全国
一级批发总部正式落户长沙。

15万m2展区规模，6大展
区：

品牌联盟展区、批发联盟
展区、银行展区、家电展区、餐

饮展区、服务区
14大参展品类，50万套新款建

材家具：
陶瓷、卫浴、家具、门窗、石材、

地板、橱柜、厨电、吊顶、软装、灯饰、
油漆、板材、五金

14大展会活动，30个小时对外
开放：

大会开幕式、来就抽iPhone�6、十
万斤大米、买再抽500万现金、60寸大
彩电、iPad�mini4、千足金条……

满10000元返现3888元、满2万
送5000元名牌床垫、 超值礼品大换

购，1元抢名品、大牌半价抢，百万
红包来就送、大牌豪礼买就送，联
购享钜惠……

开单抢大礼、 物流补贴高达
2000元/单、批发满5万最高可返
2000元、交易会期间提货额外最
高补贴20%、 知名品牌1元秒杀、
经销商大会……

工厂批发价采购不限量：
箭牌的马桶零售价2680元，

批发价仅为799元！ 伊莉莎白大
理石瓷砖零售价388元/片， 批发
价仅为82元/片， 法恩莎坐便器

零售价近3000元， 批发价只需
600多元； 盼盼安全防盗门零售
价3000多元， 批发价只需900多
元；零售价近7000元的整套箭牌
卫浴，批发价仅需1800元；零售
价达8000多元的实木沙发，批发
价仅需2000多元；零售价近2000
多元的床垫， 批发价仅需500多
元……

本报读者拨打8893�9191预
约报名， 将有机会免费获取入场
券，限量100张，送完即止。

■陈龙

2016中部（高岭）建材家居批发交易会明日隆重举行

推、梳、刷、刮……一个漂亮
的小平头很快剪好了。在怀化市
靖州排林巷，有一位老人，每天
挑着行头穿梭在大街小巷。一把
手动推剪、一把剃头刀，一块钱
剪一个头发。

1999年以前剪头发全免费

4月25日，在靖州排林巷，居
民刘书均剪完头发后， 给了梁志
高一块钱。“一块钱只够买一个包
子。”刘书均告诉记者，邻居们都
是梁志高的老顾客了。 梁老手艺
好， 为人热情周到， 不管大人小
孩，剪个头发通通只要一块钱。

“到今年， 已经整整50年
了。”说起自己的理发生涯，满头
白发的梁志高掩不住内心的自
豪。在他家中，老伴打开一个抽
屉， 里面全是用坏了的手推剪，
记者数了数，有50多把。

梁志高老伴估测了一下，50
多年来剪的头发超过了3万个。
1999年以前，梁志高剪头发完全
免费。后来，全家人搬进了县城，
大家都认为可以象征性地收一
点理发费， 他才开始每人收费1
元，至今没有加过价。

从护林工人到兼职理发师

今年76岁的梁志高出生于隆
回县，1961年从隆回来到靖州排
牙山林场，当了林场第一批工人。

从护林工到理发师，说起来

还有一段渊源。在林场工作的那
段时间，条件相当困难，周边没
有理发店，就连买日常的生活用
品也要到很远的镇子上去。

有一天，一名两个月没剪头
发的同事找到梁志高，递过来一
把手推剪，要梁志高帮忙随便弄
一下。在同事的“怂恿”下，梁志
高硬着头皮给他剪完了头发。没
想到，同事对这个新手竟然十分
满意。

不经意的“成功”，让梁志高
尝了一次甜头，渐渐的他当起了
同事们的剃头匠。

义务上门为困难群众理发

采访中，梁志高家中来了一位
老顾客，叫万凤爱，家境贫困。年迈
的万凤爱还需照顾一个生病的儿
子，梁志高长期帮母子义务剪发。

“梁老为困难群众理发分文
不取。”万凤爱介绍，前几年，长
期享受梁志高义务理发的老李
生病瘫痪在床，梁志高叮嘱其家
人，只要老人需要，他随叫随到。
如今年过古稀，梁志高每年仍要
给困难群众义务理发上百次。

■记者 张浩

十多年来剪发只收一元，从未加价
怀化古稀老人还上门免费为困难群众服务

梁志高给街坊的小孩义务理发。 刘杰华 摄

广州公安功模为新宁干警送“真经”

5月19日，被美誉为“护肤
品行业中的钻石” 的瑞士高端
护肤圣品La�Prairie在长沙袁
家岭友谊商店B座1楼专柜正
式揭幕。至此，这个被消费者昵
称为“鱼子酱”的瑞士高端护肤
品牌正式进入湖南市场。

La�Prairie一直都致力研
发于产品奢华的成分， 被誉为
“细胞活化护理的始祖”， 开创
性的抗老化传奇， 令整个欧洲
甚至全世界的皇室贵族、 巨贾
名流趋之若鹜。而今La�Prairie�
不断引领美肤新纪元， 多款经
典产品也创下让人惊叹的佳
绩， 尤其是1987年诞生的鱼子
精华系列尤为令人瞩目： 鱼子
精华眼部紧致啫喱曾创下全球
每4分钟售出一瓶的纪录，鱼子
精华琼贵面霜诞生伊始便跻身

于全世界奢华面霜之列， 鱼子
精华琼贵眼霜常年保持着品牌
美国销量前十名的傲人成绩。

自2005年La�Prairie进入
中国以来， 已经遍布逾30个城
市，此次La�Prairie�首度登陆长
沙， 袁家岭友谊商店独家引进
再一次将长沙的国际化妆品护
肤体验推向新的制高点。 接下
来， 消费者可前往袁家岭友谊
商店B座1楼La�Prairie鉴赏全
球最高端护肤传奇， 选购适合
自己肤质的产品。 ■朱蓉

La�Prairie长沙袁家岭
友谊商店专柜奢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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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楼上建医院？卫生部门：选址不合理
本报5月19日讯“小区建

医院，而且是在超市上面，这不
是拿居民的健康当儿戏吗？”连
日来， 因为小区里要新建民营
医院，株洲河西华晨·栗雨香堤
的业主们集体向媒体投诉。经
过多方努力， 目前当地卫生部
门已叫停该项目。

业主提供的一张照片显

示，本月3日，株洲市天元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在小区贴出一
张《医疗机构设置批准许可前
预通知》， 将在华晨·栗雨香堤
小区临街的株百超市5楼，设立
一家名为“康诚” 的综合门诊
部。业主打听得知，这是一家民
营医疗机构。对此，业主联名撰
写了一封抗议书。

回应
记者就此来到了华晨·栗雨香堤小区， 售楼部一姓蔡的男子

说，确有其事，但该项目的审批情况具体要问卫生部门。
株洲市天元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一负责人称，日前该局收到康诚

综合门诊部的设置申请，根据相关规定，该医疗机构选址不合理，已于5
月19日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记者 李永亮 实习记者 王振

选址不合理不予受理

本报5月19日讯“他们的
服务非常好， 办证也很顺利！”
从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厉坤手中接过邵阳市第一
本不动产权证书的李培庆高兴
地说道。

5月19日上午，邵阳市市委
副书记、市长刘事青，省国土资
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厉坤，邵

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
长谢景峰在邵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将该市首批3本不动产权
证书颁发给市民， 这标志着该
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正式落
地。据了解，邵阳市是全省14个
市州中第一个实现不动产统一
登记的市州。 ■记者 肖德军

通讯员 刘丛龙 谢海龙

邵阳颁发首本不动产登记证

大展会交通指引
公交路线：
812路/216路 /372路-高

岭国际商贸城
行车路线：
A、 北二环中段右转捞刀

河路直行至高岭国际建材家
居城

B、芙蓉北路（山语城）右
转兴联路前行1公里至高岭国
际建材家居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