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偷摘农大实习基地玉米》后续

本报7月10日讯 近日，湖
南农业大学浏阳教学科研综合
基地的科研玉米频遭附近村民
偷窃 (见本报7月10日A06版报
道）， 导致该校2015级农学专业
一班作物学科研竞赛无法继续，
学生无法完成毕业论文。这一事
件被各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
界强烈反响。今天下午，湖南农
业大学农学院通过官方微博发
布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中透露，湖南
农业大学浏阳教学科研综合基
地，位于浏阳市沿溪镇，承担了

一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每年有6个专业300余名学生
在基地进行综合实习。7月7日
16时许， 浏阳教学科研综合基
地发生村民偷摘玉米事件，基
地带队老师、 学生及时阻止并
报警。 现场勘查发现1725份玉
米科研材料被损毁， 导致2015
级农学专业一班作物学科研技
能竞赛无法继续， 该班秦同学
因试验材料损毁而无法完成毕
业论文， 农学院罗教授此次科
研试验得不到结果。 当地派出
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沿

溪镇党委、 政府迅速组织当地
村、组召开村民小组会议，组织
归还被盗物品， 对此次事件造
成的损失深表歉意。

昨日下午，湖南农业大学农
学院领导及相关人员已赶赴浏
阳，与当地政府积极沟通，协商解
决方案： 做好学生思想稳定工作；
调整秦同学毕业论文试验方案；
加大基地安保建设和科普宣传力
度； 当地政府做好村民宣传教育
工作，加大巡逻力度，确保基地教
学科研工作正常安全有序进行。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本报7月10日讯 往嘴里灌
盐水、湿纸巾贴脸上，这些在影
视作品中看见的恶劣手法，如
今被传销团伙成员用在新进人
员身上。昨日，长沙县法院开庭
审理了一起非法拘禁和抢劫
案， 主犯王某被指控用灌盐水
的手法逼问他人银行卡密码，
接着抢劫得手17万元。

作为天津天狮传销组织的
一名成员， 王某对于处置新人
的手段已见怪不怪。2017年7
月，王某前往一个窝点，决定给
不听话的新人一点“教训”。检

方指控，通过这样的方式，王某
所在的传销组织获得了被害人
张某创、田某宏的银行卡密码，
并逼迫他们编造借口问家人要
钱，两次共抢劫得手17万余元。

对此， 王某承认实施了灌
盐水等行为， 但并不承认自己
犯抢劫罪。公诉人认为其行为是
帮助传销组织完成非法的他主
占有，同样构成抢劫罪。经法院
审理，鉴于该案还有两名被告人
涉嫌犯非法拘禁罪，案情较为复
杂，审判长决定择期宣判。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彭保胜

本报7月10日讯 昨日清
晨6时许， 泉南高速西往东655
公里处一辆由四川宜宾开往福
建厦门的大巴车发生侧翻事
故，车上3人被困，株洲消防紧
急出动，成功救援。

清晨6时16分株洲消防茶
陵中队接到报警，立即出动1台
救援消防车和1台压缩空气泡
沫消防车，1辆行政车，16名官
兵于6时48分赶到现场。

事故车辆是一台由四川宜宾

开往福建厦门车牌为川Q35226
的大巴车，侧翻到护栏外，车上有
56人，3名人员被困。 情况危急，
救援人员展开行动并请求吊车
支援，一组人实施救援，一组人实
施警戒和对事故大巴车进行出
水防止柴油泄漏以及切割破拆
火花引发次生害。7时5分将其中
1名被困人员(女性)成功救出，8时
36分救出另外一名被困男子，9
时3分，最后一名被困人员被成
功救出。 ■通讯员 杨洋

本报7月10日讯 “今天，
我是来主动交代问题的， 请求
组织宽大处理。”近日，娄底市
某医院的药剂科主管药师陈某
来到娄底市纪委监委， 主动交
代自己涉嫌违纪违法问题。

今年52岁的陈某是某医院药
剂科主管药师， 从2015年开始至
2017年3月退休期间， 陈某帮助医
药代表推广药品，并以药品销售价
格按一定比例回扣给医院各科室
用药医生，涉案金额较大。2017年
10月，娄星区检察院对陈某立案
侦查。 陈某担心被抓后坐牢，便
出逃至郴州、怀化、深圳等地。

今年4月16日，娄底市纪委
监委在全市发布了《关于督促
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主动交代
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通知》，对
限期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交代
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党员和国
家公职人员， 依纪依法从轻、减
轻处理。在政策感召下，陈某主
动来到市纪委监委投案自首。

娄底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全市共有164名公
职人员主动交代涉嫌违纪违法问
题，上缴违纪金额520万余元。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李琴 李文博

2018.7.11��星期三 编辑 贺齐 图编 言琼 美编 高原 校对 张郁文A06 市州新闻

如今， 老解放牌铰链式两
厢公共汽车早已淡出市民视
野。“换成了全新能源车，节能
环保，多了空调，少了高台阶。”

25年来， 从铰链车到柴油
车、天然气车，再到现在普及的
油电混合动力空调客车……在
吴晓红手里， 驾驶的车型不断
更新换代， 城市也越变越美，
“路宽了，车多了，窗外的风景
更美了。”

“随着城市面积的增大，7路
线也从原来的10.26公里增至

15公里， 最开始是火车站到井
湾子， 现在延长到汽车南站。”
吴晓红掰着指头回忆，“前前后
后增加了有10站。”

城市变了，车变了，让吴晓
红感受深刻的还有， 乘客们的
变化。“有行动不便的乘客，其
他乘客都会主动搭把手。 看见
老人，年轻人会主动让座。过去
劝不住的‘老烟枪’乘客，现在
也基本没了踪影， 大家为别人
考虑得更多了， 车厢里人情味
变得更足了。”

【老照片新生活】

她开公交25年：从老解放到新能源
女司机吴晓红见证长沙公交变迁 公交线路从20多年前的10余条增到如今213条

“我开的第一台车就是这样的‘老解放’。”47岁的公交
车司机吴晓红手中的老照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 照片
中，20年前的长沙街头， 一辆铰链式老7路公共汽车在并
不宽敞的公路上迎面驶来。

“开公交车25年了，‘老伙计’换了五六台。”吴晓红开
过汽油车、柴油车，如今开的是油电混合新能源车，可以说
长沙公交的每一个细小变化都在她眼皮底下发生着。

城市中穿梭的7路车见证了长沙的美丽变化， 也留给
吴晓红难忘的记忆。

■记者 陈柯妤

“往前面走咯， 里面捞
空的！”提起20年前挤公交车
的经历， 老长沙人最深的记
忆就是售票员的惯用吆喝。

2000年， 长沙市开始推
行无人售票乘车制度， 逐步
裁减公交售票员。

2005年， 长沙公交总公
司退出历史舞台， 一家垄断
的局面被打破， 市场迎来竞
争，长沙公交发展再次提速。

随着今年3月长沙314路

公交车启动手机扫码支付试
运行， 越来越多人感受到长
沙公共交通变化之快： 环保
汽车取代了笨重的汽油车；
随处可见的电子站牌也将等
待时间精确到分秒。

据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
处的数据显示， 长沙市的公
交线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
10余条增加到如今的213条，
运营里程也从100公里扩展
到现在的4500公里。

【过去】
老解放笨重难“驾驭”

7月9日下午2点， 一辆7路
公交车驶进长沙火车站。 在宽
敞的驾驶室里， 个头不足一米
六， 身着干净蓝制服的吴晓红
显得格外纤小。

1993年，22岁的吴晓红成
为一名公交车司机。当时，驾驶
员是个抢手的职业， 进入公交
培训技校的门槛也相当高，需
要城镇户口才可填报。

“那个年代公交公司属于
国有单位，社会地位高，工资待
遇好。”吴晓红将珍藏的老照片
递给记者，“那时候很多这样的
老式铰链车，车长近15米，有两
节车厢， 在驾驶员位置上还有
一个大转盘。” 吴晓红笑着告
诉记者，刚开始开车，车子很容

易抛锚， 后来跟着师傅学扎实
了，就会解决问题了。

“老解放” 的车况不好，女
司机驾驶起来则更吃力，“发动
机在驾驶室右侧， 像现在这么
热的天，运行一圈下来，右腿会
被烘得通红。”

在吴晓红的印象里，由两节
车厢组合的老式铰链车， 有前、
中、后三扇车门，高峰时期可容纳
200人，每辆车都配有售票员。

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最初的票价只要几分钱， 直到
90年代末，单程票依然仅售0.3
元。“以前路线不多，车次也少，
错过一辆要等好久。” 吴晓红
说， 现在7路线有48台公交车，
以前只有20台车。

【变化】
车多了路宽了，乘客更有人情味

长镜头

长沙公交线路达213条

湖南农大回应:调整学生论文方案

长沙县法院审理一起非法拘禁和抢劫案
主犯灌盐水逼问他人银行卡密码

大巴车侧翻3人被困 消防成功救援

娄底164人主动到
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

近日，7路线驾驶员吴晓
红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1993年， 行驶中的长沙老7路
公交车，车型为铰链式两厢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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