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6日讯 身体虽有残
缺，却挡不住他们的致富梦，凭着智
慧和韧劲， 他们用成功诠释着一个
个动人的励志故事。即日起至7月31
日，省残联将携手省扶贫办，从全省
寻找100名残疾人阳光致富示范户、
阳光致富带头人， 最终评选出10名
“最美示范户（带头人）”，他们将获
得省残联有关政策支持和项目扶
持。具体报名条件如下：

残疾人阳光致富示范户： 农村
残疾人参加实用技术培训、 接受残
联等部门提供的技术指导、 生产发
展扶持等服务，参与“种养加”及设
施农业项目，实现就业增收，家庭人
均年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残疾人
家庭；自强不息，回报社会，事迹感
人，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残疾人阳光致富带头人： 带动
和帮助10户以上残疾人家庭实现阳
光增收脱贫或3户以上残疾人家庭
实现阳光致富的残疾人阳光致富示
范户；自主创业，辐射带动，创造条
件解决残疾人就业增收， 引导和带
领广大残疾人脱贫致富， 得到残疾
人和社会广泛赞誉、普遍认可。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立平

我省将评选
残疾人致富“最美示范户”

6月26日晚，长沙橘子洲头，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清洗一新后重新亮相。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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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6日讯 今天
起，在长沙橘子洲头，市民游
客又可以与毛泽东青年艺术
雕像见面了。 经过历时三个
多月的清洁美容， 这座雕像
焕然一新，重新亮相。

洗澡两次劳动故宫专家

该雕塑依据1925年青年
时期毛泽东形象创作而成，
雕塑高32米、 长83米、 宽41
米 ， 基座 3500平方米 ，由
8000多块采自福建高山的永
定红花岗岩石拼接而成，总
重量约2000吨， 是目前国内
最大的伟人艺术雕像。据悉，
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于2009
年12月26日在橘子洲头建成
并对外开放， 成为了展示长
沙新形象的地标性景点，橘
子洲头也成了广大市民游客
瞻仰伟人风采的好去处。

“雕像自2009年落成至
今， 每年都只是采用以清水
冲洗为主的小规模清洁，大
规模、 深层次的清洁保护施
工，这还是首次。”橘子洲景
区相关负责人说， 近9年过
去，由于风雨侵蚀，原有的石
材保护和雕像防水已失效，
污渍侵入石材， 需进行深度
清洗保护。 为了确保雕像的
良好景观效果， 该景区决定
今年对雕像进行一次大规
模、深层次的洁容维护工作。
据介绍， 为了科学清洁保护
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 从前
年开始， 橘子洲景区就邀请
国内外专家， 对雕像的清洁
保护开展分析测试、 保护试
验并制定了保护技术方案，
其中故宫博物院的相关专家
两次前来参与论证。

洗脸敷面膜一个都不少

据了解，雕像清洗保护
施工从今年3月20日左右启

动，6月25日完工，历时3个
多月。 施工分三个阶段进
行，首先是雕像表面的清洗
即“洗脸”，然后石材与石材
之间重新填缝防渗即“接缝
防渗处理”， 最后对整个雕
像进行表面涂层的处理即
“敷面膜”。

“因周边无法用塔吊作
业，加之雕像表面大都倾斜
不平整，仅搭脚手架就花费
了近一个月时间，钢管都是
工人一趟趟背上去的。”

据介绍，约5000平方米
的作业面， 施工工作量较
大，而且要求严谨、细致。如
对雕像表面进行清洗，“雕
像表面附着的污染物还有
之前的涂层材料，要把它们
冲洗掉，却又不能对石材本
身造成损坏，因此冲刷的力
度、水流的速度都必须要严
格控制。”景区工作人员说，
雕像表面清洗采用的是“微
粒子冲刷”的方式，这种清
洗方式就像牙医给病人冲
洗牙齿，把牙齿表面的细菌
冲洗干净却又不伤及牙釉
质； 在进行接缝防渗处理
时，工人们要先用美工刀将
石材与石材间缝隙里密封
胶、灰尘等脏东西一点点地
挑出来，再用密封胶进行防
渗处理；最后采用机器喷洒
和手工细刷结合的方式给
雕像加上一层专用保护剂。
据介绍，保护剂的主要材料
为有机氟硅烷，涂抹上去之
后能形成“荷叶”效应，让雕
像表面像荷叶表面一样光
滑，灰尘、杂质等污染物不
易附着上去。

另据了解， 该雕像内新
建的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展
馆，预计将在7月1日开放，供
市民参观游览。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通讯员 阎友兰 杨灿

毛泽东雕像“洗澡”三个月重新亮相
9年洗一次，橘子洲雕像焕然一新 不但洗脸还要“敷面膜”，冲澡还得像洗牙一样精细

本报6月26日讯 今日
12时46分， 长沙市公安消防
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三湘五金水暖机电市场一出
租房发生火灾。

接到报警后，芙蓉区公安
消防大队共出动4台消防车、
28名消防官兵赶往现场处
置。13时30分左右，火势得到
控制。

这边刚灭完火，下午2点
40分左右，在雷锋大道尖山

路口青山花卉大市场旁又冒
出了浓烟， 并且明火蹿势极
旺。长沙消防立即调派麓谷中
队等5个中队12台消防车78名
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现场为一
辆运输环保油的面包车起火，
并引燃周边6个门面和5辆小
车。15时36分大火被扑灭。此
起火灾过火面积约 230平方
米，起火原因及直接财产损失
正在调查中。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汪梦媛

路边小车自燃，殃及旁边一栋楼

本报6月26日讯 今天上
午，长沙市政府、省安委办以
及中石油湖南销售分公司对
中石油长沙市岳麓大道加油
站张操、汪伏波、王凌、刘振
正、朱家龙、满芊宏、郑少华7
名事故处置得力的工作人员
进行奖励， 奖励金额共计80
万元。 同时表彰中国石油湖
南长沙销售分公司和岳麓区

人民政府两家单位。
6月16日上午 11:00:22，

长沙岳麓大道中石油加油站因
一起交通事故突发火灾。事故
发生后，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开
展救援 ，7秒关闸断电 ，11秒
疏散人员车辆 ，38秒扑灭大
火！齐心协力消灭一起重大火
灾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和环
境污染。 ■陈新

80万重奖加油站7名救火员工
他们38秒内扑灭长沙岳麓大道一加油站火灾

本报6月26日讯 今天
晚上8时50分左右，在麓山景
区里， 一辆下山骑行的山地
车疑因刹车失灵翻下岳麓
山，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目
前，公安、交警等部门已介入
调查。

据目击者介绍，受伤男
子年龄20多岁，事发山地车
后面还有一个座位 ， 估计
两名男子中一人骑车 、另
一人坐在后座上。事发后，
有游客立即拨打了 120急
救电话和景区电话。 伤者
被送往附近的长沙市第四
医院 。 据长沙市第四医院
120急诊科医生介绍， 接诊

时其中一名男子头部外伤严
重， 血流不止， 人已失去意
识；另一名男子头部面部皆有
外伤。三湘都市报记者随后了
解到，其中一名男子送到医院
时已无生命体征，另一名男子
目前仍在抢救中，他们的具体
身份信息目前也暂未确定。

景区工作人员目前正在
协助当地公安、交警部门调查
处理此事。据介绍，岳麓山景
区里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加
之道弯、坡陡，不适合骑行,尽
管景区作了相关的提醒，但仍
有不少骑行爱好者在景区内
骑行。

■记者 陈月红 张洋银

骑行山地车翻下岳麓山致一死一伤

2011年3月28日，一名女骑行者
从山上往山下经过北极峰弯道时，
因速度过快， 连人带车撞上外侧的
护栏，人飞出十几米远，经长沙市四
医院医生检查，造成头部脑震荡。

2014年8月24日，一名女骑行者
与骑友骑到景区管理处至南大门的
陡坡时，因速度过快无法刹车，结果
先将骑友撞翻在地， 然后自己的头
部撞在南大门右侧的墙上， 当场昏
迷过去。被送到长沙市四医院，确诊
头部受重伤，缝了好几针。

事故链接

岳麓山骑行事故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