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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黄金周盘点

链接新闻

“开学后， 小学的新教学楼
就可以破土动工了，感谢你为学
校捐赠的30万元。”1月26日，农
历腊月二十九，隆回县南岳庙中
心校校长丁高山陪同南京大学
工程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条军来到洪底小学，现场查看
了该校新教学楼改造项目。

洪底小学位于南岳庙乡洪
底村， 学校覆盖3个村（人口
3000多人），现有5个班，160多
名学生。 如今的教学楼建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 大多设施设
备都已老化。2016年下半年，
肖条军捐赠30万元用于改善
洪底小学教学条件。“我的家就

在学校下面， 这里也是我的母
校， 每年春节回来看到这里的
教学条件， 我就会想起自己当
年的困苦求学之路， 于是萌生
了为家乡教育事业做点什么的
想法。”肖条军说。

丁高山介绍，“薄弱学校改
造项目市县领导很重视， 教育
局局长也曾现场办公专门处理
该项目。 最终县财政投入171
万元加上肖条军教授捐赠的
30万元一起，将建一栋1500平
方米的新教学楼和食堂， 还将
修建操场等配套设施设备，改
善和提升学校的教学条件。”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肖鹰

“都说买房要买公园房，
我们家就住在公园里，来家里
拜年的都说我们村出门就是
逛公园。” 这是来自长沙望城
铜官居民王友良的感慨，开窗
就是彩陶溪十里画廊，他每天
都把外地来拜年的客人带到
荷叶塘栈道走一走。在雷锋故
乡望城，这样的美丽乡村不仅
比比皆是，还各具特色。新春
期间，本报记者“新春走基层”
就来到了这里。

1月30日，正月初三，在望
城乔口开店的彭师傅一家开
工，早早赶到店里开始春节后
第一天的忙碌。“我们家的店
开了好多年了，以前都是初八
开业，现在乔口渔都游客越来
越多，我们开业也越来越早。”

彭师傅说。
火爆的生意得益于望城

区旅游的发展，彭师傅所在的
乔口就有“长沙十万户、乔口
八千家” 之称，“到乔口吃鱼、
到靖港寻古、 到铜官玩陶、到
新康看戏、到书堂润墨”已经
成为经典的湘江古镇群旅游
路线。

2016年，望城区共接待游
客1318.4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61.5亿元， 旅游业GDP
综合贡献率达到16.6%。 全域
旅游与古镇、农业、乡村建设、
产品的结合以及该区“景区、
街区、乡村、交通、绿道”一体
化建设为当地居民生活带来
质的变化。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杏

我省7天发送旅客1709万
来自省春运办的数据显示， 春节7

天，全省累计发送旅客1709.78万人，为
去年同期的94.17%。 尽管旅客发送量
同比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运行，且高
铁、 民航发送的旅客量增长幅度较大。
具体说来，道路客运1418.43万人，为去
年同期的92.02%；水路客运22.72万人，
为去年同期的102.41%；铁路223.39万
人，为去年同期的104.04%；民航45.24
万人，为去年同期的113.88%。

春节假期， 黄花机场共保障航班
3319架次，运送旅客42万余人次。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张晖 寇冠乔 薛敏

食品服装是消费投诉热点
2月3日， 记者从省工商局消费者

权益保护处获悉，1月27日至2月2日
春节长假期间， 省12315消费投诉举
报服务热线共受理市民投诉159起，
举报7起，咨询1866起。

据省工商局消保处介绍， 市民投
诉较为集中的商品品类为服装鞋帽、
家用电器和食品， 而咨询中关注度较
高的为食品、烟酒饮料和服装鞋帽。表
明食品和服装鞋帽既是春节期间的消
费热点，也是投诉的高发品类。

■记者 朱蓉

全省公安接警9万余起
2017年春节期间， 全省公安机关

切实强化组织部署， 积极做好应对处
置工作，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
下降10.80%、12.73%；火灾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
别下降54.19%、100%、100%、28.39%，
没有发生一起人员伤亡火灾事故；各
级公安机关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
和领导带班工作制度，全省公安110报
警服务台共受理群众报警9.2万余起。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樊佩君

新春佳节万家欢聚， 但城
市管理不“停摆”。截至2月2日
晚， 春节期间长沙全市城管执
法人员共教育劝导各类有损市
容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3356
起。同时，长沙12319城管服务
热线春节7天假期共接听市民
来电咨询、举报214条，其中49
起举报问题全部精确派遣至各
区相应部门， 处置率及市民满

意度达100%。
据长沙市城管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1月27日至2月2
日， 各区市政部门共出动应急
维护人员624人次， 修补沥青
路面108平方米、人行道503平
方米，清掏各类检查井、泄水井
705座， 疏通排水管道5177米
等。

■记者 吕菊兰

2月3日， 农历正月初七，
新年上班第一天，正值立春。

长沙的街头， 小雨伴着冷
风， 让人倍感阵阵寒意。45岁
的刘查花拿着扫把、撮箕，将烟
蒂、槟榔渣、竹签等一点点清扫
干净。从除夕到现在，她每天都
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事实上，整个春节期间，长
沙市有万名像刘查花一样的环
卫工人， 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 清扫出1.7万吨垃
圾。他们用自己的坚守和奉献，
成就了星城的整洁和美丽。

夫妻环卫工的简单团年饭

刘查花清扫保洁的路段，位
于解放西路附近的三王街，也是
长沙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尽管春
节的长沙冷清不少，但这条街上
却是例外： 熙熙攘攘的人群，洋
溢着过节的祥和气氛。

大年三十清晨六点， 天还
未亮， 病愈的刘查花已经完成
了第一轮清扫。前两天，她发烧
感冒，找了四家诊所都没开门，
最后只好去药房买了点药吃，
算是扛过来了。“三十那天大家
都在家吃团年饭， 人少了些。”
当天中午11点多，她提早了半
个小时下班， 赶着回家做团年
饭。红烧鳊鱼、扣肉、清蒸鸡再
加一个小菜， 刘查花和同是环
卫工人的丈夫吃了一个简单的
团年饭。 顾不上看春节联欢晚
会， 夫妻二人便早早进入了梦
乡。“初一开始，这条街就人山人
海了，要抓紧休息会。”当了两年
的环卫工人，她略有了经验。

正月初一清晨，睡足了的刘
查花两口子又精神饱满地出现
在岗位上，将马路上辞旧迎新的
烟花爆竹屑清扫干净。一直忙到
正月初六， 两口子才算歇了口
气。“人多了，垃圾也多了。”她指
着路边的大垃圾桶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每天至少要拖七八桶垃
圾，数量比平日翻一番。

期盼市民理解尊重

相比刘查花， 王慧兰春节
的工作量稍显“轻松”。她所负
责清扫保洁的路段， 学校放假
了，过往车辆也少了。

不过， 同是环卫工人的丈
夫身体不适，提前回家休息了，
这是王慧兰第一次独自一人在
外过春节。“想家。” 刚一开口，
她就红了眼眶。去年十月，在老
乡的介绍下， 她来到长沙干起
了环卫工。 每天早上五点半到
晚上十一点，夫妻搭档，轮流保
洁。虽然道路不长，但是工作事
项相当繁琐。既要清扫马路、拔
除路边杂草、清掏洗抹果皮桶、
清除公交站牌牛皮癣， 还要对
马路中间及人行道上的烟头、
槟榔渣和白色垃圾等进行及时
处理。“这是一份责任。”王慧兰
说，苦点累点不怕，每当看到自
己负责的范围干净整洁， 觉得
很有成就感。

“不过说实话，市民素质还
是越来越高了。”56岁的杨国
华当了四年的环卫工人，他说，
现在大家对环卫工人普遍还比
较尊重， 有时候碰上乱吐乱扔
行为，环卫工人一提醒，很多人
马上说“对不起”。“一个城市的
干净整洁仅仅靠环卫工人很难
做好， 希望大家更加尊重理解
我们，一起爱护环境，不乱吐乱
扔，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春节清扫1.7万吨垃圾

为了让大家过个干净年，
长沙有万名环卫工人不回家。
他们从大年三十就开始忙着清
理节日垃圾，对他们而言，春节
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不回家过
年已经成了习惯。

据了解，春节期间，长沙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约1.7
万吨， 餐厨垃圾收运处理量约
1300吨，垃圾量均比平日减少
了一半以上。 除了日常的道路
保洁，春节期间，长沙环卫部门
每天投入洒水车、 机扫车等各
类车辆500余台次， 组织清洗
清扫人员、驾驶员等一万余名，
对主次干道及公共设施进行全
覆盖清洗和维护。

正月初八，吉利大发。初八
也是新年的开张日， 不少商家
会在店门口点开门炮。 三湘都
市报在此呼吁， 希望市民朋友
在燃放开门炮后， 将自家门前
散落的鞭炮屑清扫干净， 让环
卫工人歇一歇。 ■记者 吕菊兰

万名环卫工留守，清扫垃圾1.7万吨
本报呼吁：让他们歇一歇，初八“开门炮”纸屑自己动手扫扫吧

城管7天教育劝导违规行为3000多起

“城里在买公园房，我们就住在公园里”

教育扶贫，地方名士为村小捐款30万

长假盘点

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干净年，春节期间，长沙万名环卫工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七天清扫出垃圾1.7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