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8日讯 昨日，凤
凰县沱江镇杜田村三组的一民房
发生火灾， 湘西凤凰县花园大酒
店微型消防站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 与赶来的凤凰县消防中队一
道成功扑灭了大火。

发生火灾地点离凤凰县公安
消防站距离超过8公里，指挥中心
迅速调集最近的微型消防站凤凰
县花园大酒店微型消防站赶往处
置。大火从民房一、二楼窗户四周
蹿出，三楼有人员被困，一楼堆有
大量易燃物品，情况非常危险。

微型消防站的消防人员迅速
对火势最大的二楼进行灭火，控
制火势的蔓延。 当凤凰县消防中
队到达现场时，火势基本控制住。

2016年湘西州政府积极推动
微型消防站的建设工作， 依托社
区群防群治力量和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建立有人员、有器材、有战
斗力的微型消防站，按照“3分钟
到场”的要求划定最小灭火单元，
建立相应的快速指挥调度体系，
加强初期火灾应急处置准备工
作。目前，凤凰县微型消防站指挥
调度已与公安综治系统联网，实
现发生火灾统一调度。

截至今年11月底，凤凰县将
实现“微型消防站”建成率不低
于50%的目标，并在冬春季火灾
防控工作结束前实现100%的建
成率。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雷志军 梁熙

本报11月28日讯 长沙
市最高水平的教学大比武———
长沙市教育局“星城杯”教师教
学竞赛中小学组决赛， 日前在
长郡梅溪湖中学拉开帷幕。

来自73所中小学校的80名
入围选手将在为期五天的竞赛
中同台角逐。 此次大赛实行网
络直播，场外家长、学生可通过
提前关注“长沙教育”微信公众
号，在留言框发送观课感言、点

评内容以及对选手的鼓励等内
容。 同时还可以通过点击长沙
教育微信公众号推送的链接观
看选手表现，为名师点赞留言。

为简化竞赛程序， 本届竞
赛仅设置15分钟片段课和教育
微表达两个项目， 增加了粉笔
字和信息技术融合的附加分
值。 教育微表达是本届比赛设
置的新项目。

■记者 黄京

本报11月28日讯 昨天
下午，“施坦威艺术家茅为
蕙博士携长沙百名师生多
钢琴音乐盛典”长沙站新闻
发布会暨琴童选拔活动举
行。茅为蕙女士是世界著名
钢琴教育家、 施坦威艺术
家，多次荣获国际钢琴比赛
金奖，其祖父是中国“桥梁之
父”茅以升。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谭
雅介绍，此次音乐盛典将于
明年 3月在长沙音乐厅上
演，现场茅为蕙将演奏多首

钢琴曲目。
此次音乐盛典最大的亮

点在于演奏形式上的创新，
除了有独奏， 茅为蕙女士还
将与近200位琴童合作，通过
四手、六手、八手连弹的形式
进行合奏， 同时也将开创湖
南钢琴音乐厅演奏会多人合
奏的新记录。 为了让更多热
爱钢琴的孩子参与其中，主
办方专门设置了公益报名渠
道， 有意者可下载艺嗖APP
进入长沙站上传视频并投票
参选。 ■记者 黄京

11月28日下午， 历时四天的2016湖南省大中学生乒乓球比赛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圆满结束。 来自中南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长郡中学等32所学校的代表队参加比赛，竞赛项目包括团体项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单
项项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同时分大学组、学院组、高职专科组、高中组等七个
组别进行比拼。湖南师大、中南大学、湖南商学院、湖南交通职院、长郡中学等获得相关组别冠军。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琼芳 邓建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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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8日讯 今天早
上6时30分，长沙火车南站东广
场对外开放， 高铁站正式开启
“双广场”模式，市民今后从东
广场搭乘磁悬浮及沪昆线路的
高铁将更便捷。此外，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 随着长沙火车南站
东广场投入使用， 原本位于西
广场的公交线路已全部迁至东
广场， 需搭乘公交车的市民得
去东广场候车。

东广场坐磁悬浮更近

敞亮的大厅、 崭新的自动
取售票机、 热情的志愿者……
11月28日上午10点， 长沙火车
南站东广场，已陆续有旅客通过
安检进入候车室。不过，与西广
场排队取票的人流相比，开通第
一天的东广场显得有点冷清。

据了解， 长沙火车南站东
广场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
米， 比西广场略小， 总共有五
层，其中地上2层，地下3层。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地上二
层为高架层，为旅客候车区域。
地上一层为进站层， 主要为高
架车道、落客平台、磁悬浮联系
通道以及实名制验证、安检区域
等。负一层为出站层，该层可以
搭乘磁悬浮、进出地铁口、购高
铁票、 搭乘出租车和公交车。负
二层及负三层均为社会停车场。

因为磁悬浮入口在东广场
旁，当天，记者也现场测试了一
番，下地铁2号线后，通过4号出
口走到东广场， 再到达磁悬浮
入口处，耗时不到4分钟，比从
西广场走过来要节约了一半的
时间。 而从每个交通工具出口
走到东广场的售票厅及候车
室，时间都在3－5分钟左右，基
本实现零距离换乘。

“如果乘客是要通过15—
24号检票口搭乘高铁， 走东广
场会更节约时间。”长沙火车南
站工作人员提醒，此外，即将开
通的沪昆高铁也靠近东广场，
从东广场进站更方便。

公交线路全部迁至东广场

随着长沙火车南站东广场
投入使用， 原本位于西广场的
公交线路已全部迁至东广场，
11月28日，记者看到，原来的西
广场公交坪已经变得空荡荡，
并张贴了相关公告。

“公交车都到哪里去了？要
去哪里搭乘公交车？”虽然车站
里的乘车标识已改过来， 但记
者在现场蹲点发现，短短5分钟
时间里， 就有22位市民来向执
勤的工作人员咨询该去哪儿搭
乘公交车。

“我今天一上午都在这不
停地解释并引导市民去乘公
交，喉咙已经嘶了。”工作人员
感叹。

“毕竟是刚做的调整， 很多
市民不注意标识还是会习惯性
地走到这里乘车，我们会做好引
导工作。”长沙市客管局副局长谭
威介绍，后期东广场公交区还会
完善风雨走廊、候车亭等设施。

东广场社会停车场
下月投入使用

“的士区已经达到了能简
易使用的标准， 开通通知和线
路都已经通过GPS系统通知到
了每一个的士司机， 同时一些
相关的配套设施也在进一步完
善。”谭威说。

记者注意到， 东广场负一
层的的士落客、候车区，当天上
午并没有的士在此接送乘客。

此外， 可提供近2000个停
车位的东广场社会停车场目前
还没有投入使用。“现在停车场
的地面还在进行最后的美化，
预计下个月就能对外开放了。”
长沙市轨道集团物业公司总经
理彭亚莉表示， 车主如果要在
此长时间停车的话， 需要停在
西广场，同时，西广场的公交坪
将调整为社会停车场， 并设置
社会车辆快速接客区， 方便社
会车辆接客。 ■记者 潘显璇

启动“双广场”模式，进站快五分钟
长沙火车南站东广场全面对外开放，公交线路已全部迁往 社会停车场下月投用

本报11月28日讯 12月
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11月27
日上午， 全省高校艾滋病知
识抢答赛暨湖南省艾滋病防
治宣传月在湖南师范大学启
动。据了解，2016年1-10月，
我省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4974例（其
中艾滋病病人1627例），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14.6%。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张健
透露， 我省自1992年报告首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
截至2016年10月底，全省报
告现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24313例（其
中艾滋病病人11116例），报
告死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和艾滋病病人9454例。

据悉， 我省艾滋病疫情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全省呈

低流行态势，但流行范围广，
地区差异大； 经性传播仍是
我省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
径，2016年1-10月经性传播
比例为94.2%，其中异性传播
占76%， 同性传播占18.2%；
50岁以上中老年人感染人数
持续上升，2016年1-10月报
告数较去年同期上升25.6%；
高危人群流动性大且隐蔽，
干预工作难度大。

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
1-10月报告人群为学生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
病人179例，与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16.2%。179例学生病例
中男性173例、女性6例。按感
染途径分， 男男同性性行为
感染占64.8%。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胡向科

市民开车去东广场，红旗路是必经之路。红旗路过火车南站东
广场段，采用了半高架+半地道+定向匝道的方式组织交通。

市民如果是由北往南，可以通过劳动东路、曲塘路上红旗路高
架到火车南站东落客平台北匝道进站；如果是由南往北，则可以通
过长托路进入红旗路辅道到香樟东路上红旗路高架到火车南站东
落客平台北匝道进站。

服务 怎样开车去东广场

我省大中学生比拼乒乓球

我省中老年人感染艾滋病人数持续上升
今年前10个月报告数较去年同期上升25.6%

茅为蕙将携长沙百名琴童合奏

家长学生可微信看名师赛课直播

火险来了
微型消防站显神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