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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对于长沙火车南站的“80后”小伙骆
帅杰来说，是同往常一样的工作日。自2012年入警
以来，他一直坚守岗位陪旅客平安回家。

退休后，他仍热衷环保事业

蒋科是位知识型的资深环保
志愿者。1996年世界环境日这一
天，他深刻领会联合国“人类只有
一个地球”口号的警示意义，利用
报刊电视第一个提出“人类只有半
个地球”的环保新理念，对联合国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的口号进行
解析和深化。

其实早在1988年， 他开始利
用县电台举办环保专题节目，历时
10年，播稿3400余篇，蒋科在新宁
县也在邵阳市第一个树起了“环保
志愿者”旗号。

退休离岗后的蒋科， 筹措资金
租用县刊版面长期举办环保讲座，
每月一期，一直持续至今。在开办环
保讲座的同时，又开设了延续至今、
影响甚广的“环保巡回课堂”。

1998年盛夏， 他以邵阳市人
大代表和环保志愿者的双重身
份， 带头组织第一次大型环保活
动， 带领10名省市县人大代表考
察新宁县舜皇山自然保护区3万

亩原始次生林， 向上发出增加投
入保护生态的呼吁，为保护区从省
林业厅获得5万元天然林保护费。

环保公益，他自掏腰包

“志愿环保只有起点，志愿奉
献不设终点。”这是蒋科的初衷，也
是他坚守的信念。蒋科一直坚持义
务奉献原则， 开展环保教学做到
“四不一备”： 不报车费，不收讲课
费，不吃请，不受礼，自备上课润喉
茶水，义务投工2500多个，自负交
通、通讯诸费4.5万余元。

蒋科认定：奉献社会，应是环
保志愿者行动的价值取向。上世纪
90年代，以青少年环境教育为己任
的蒋科成为环教领地的“拓荒者”。
他一边自掏腰包编印环教资料，制
作环保宣传牌，一边向全社会公布
自己独创的“四不一备”原则。

蒋科用自己的钱支撑着环保
志愿者大旗，不出两年就讲遍全县
所有中心小学、部分农村中学和县
城、景区所有学校。

春节期间， 长沙火宫殿城
大庙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
玩。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每
天都会有一群“黄衣人”忙碌在
大街上， 他们就是天心区城管
市政工作人员， 哪里出现了破
损，他们就去哪里抢修，为游客
们提供全方位的应急保障。

记者走在长沙坡子街的大
道上看到，3名穿着黄色衣服的
天心市政人员正推着一台“小
黄车”在街边巡查市政设施。当
他们发现了一块麻石板有破
损，就会麻利地摆好警示标牌，
然后开始更换麻石板。 工作人
员一边在“小黄车” 里和好水
泥， 一边用电钻将破损的石板
掀开，接着将水泥填入坑内，合
上新的麻石板， 不到10分钟就
完成了工作，而街面经过清洗，
和原貌没啥区别。

为了让外地游客更好地体
验到星城的魅力， 长沙天心区
市政局启动春节期间工作方
案，实行主要领导带队值班制，
在排水设施、人行道、车行道抢
修方面，随时待命，为市民提供
全方位的应急保障。 从大年三
十到正月初六， 每天安排一个
由6人组成的路面维护应急队
和一个由5人组成的排水应急
维护队对坡子街及周边区域路
面、排水管网、老旧社区化粪池
等市政公用设施进行巡查维
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路
面无坑洞、下水井盖完好无损、
泄水井通畅。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唐媛 彭忆萱

“忙完春运再回老家看双亲”
连续7年没有回家过年，只为旅客温暖回家

“好人”蒋科：31年守望家乡山水
在岗时，环保理念影响到全国 退休后，自筹资金开设“环保巡回课堂”

“守望山水，关爱家园，是
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信仰。” 这
是一位81岁老人的座右铭。为
了这份责任和信仰， 他有31年
奔走在推进环境保护、 守护绿

色家园的路上。他以执着和艰辛，不知疲倦地守护着新宁的山
山水水。

他，就是我省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新宁县环境保护
志愿者协会发起人蒋科。 31年的义务奉献，蒋科的环保志愿
者行动不仅在新宁、邵阳形成影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环境报、 湖南日报等媒体报道了蒋科的优秀事迹后，他
的环保理念影响到了全国，他本人也成功入选中国好人榜。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杨坚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
局《关于调整高频快开彩票游戏和
竞猜彩票游戏规则加强彩票市场
监管的通知》（财综〔2019〕4号）精
神，为进一步彰显国家彩票公益性
和社会责任，促进福利彩票事业稳
定健康发展， 我省福彩快开游戏
“动物总动员” 游戏规则特作如下
调整：

一、 自2019年2月11日起，我
省快开游戏“动物总动员”每期销
售时间由10分钟一期调整为20分
钟一期；每日销售期数由84期调整
为42期。

二、自2019年2月11日起，不再
提取“动物总动员”游戏1%的调节基
金，“动物总动员”游戏返奖率由59%
调整至58%， 公益金提取比例由
28%调整至29%。2019年2月11日
前已提取和转入的调节基金结余，
不再用于派奖，将用于游戏规则规
定的其他用途。

三、自2019年2月11日起，“动
物总动员”游戏单张彩票的投注倍
数范围由2-99倍调整为2-20倍。

四、自《关于调整高频快开彩

票游戏和竞猜彩票游戏规则加强
彩票市场监管的通知》（财综
〔2019〕4号）公布之日起，禁止在
投注站外对“动物总动员”游戏
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动物总
动员”游戏开奖结果仅限在投注
站公布。投注站内不得展示具有
统计、分析、预测等内容的“动物
总动员”信息，提供历史开奖数
据的期次不得超过20期。

五、自《关于调整高频快开彩
票游戏和竞猜彩票游戏规则加强
彩票市场监管的通知》（财综
〔2019〕4号）公布之日起，暂停新
增快开游戏投注站，省中心暂停受
理开通“动物总动员”游戏销售权
限审批业务。每个投注站的快开游
戏销售终端不得超过1台；凡超过1
台的，应当于2019年2月11日前向
省中心提交撤机申请，并自2月11
日起全部停止销售。

六、加强对投注站“动物总动
员”游戏销售的监管，凡“动物总
动员”游戏单日销量超过1.5万元
的， 投注站须及时向当地福彩机
构递交书面情况说明。 经济信息

我省福彩“动物总动员”快开游戏规则调整

2月8日上午， 骆帅杰接
到了旅客唐女士的求助，称
其进站时遗失一个双肩背
包， 里面有500多元现金、平
板电脑及银行卡、 身份证等
重要证件。

骆帅杰立即调取视频监
控，多方查找，仅用了20多分
钟， 就帮唐女士找到了遗失
的双肩背包。而此时，唐女士
已经在高铁列车上了。 接到
骆帅杰的电话， 唐女士原本
因丢包而郁闷的心情顿时豁
然开朗。下午，唐女士乘坐返
程列车来到长沙南站派出所
公安值勤室， 取回了自己遗
失的双肩背包。“警察同志，
太感谢你了！”

这只是骆帅杰日常工作
中一个缩影，春运期间，他不
止是给旅客找行李， 还要帮
孩子寻父母、替老人提行李、
回答旅客问询。

骆帅杰说， 选择了这一
行， 就要有过年不回家的心
理准备，“怎么会不想家呢？
陪每一个旅客平安回家，这
就是我们的工作， 忙完春运
再回老家看父母。”

在长沙南站铁警队伍
里， 还有一群像骆帅杰这样
的年轻人， 他们坚守在一线
值勤岗位上， 默默为了自己
的理想和家人的希望而努力
付出， 他们的故事很平凡，
但他们的付出不平凡。

骆帅杰是长沙铁路公
安处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
值勤一大队副大队长，他
的家乡远在河南商丘 。自
2012年大学毕业进入铁路
公安队伍以来，连续7年没
有回家过年。

“爸，新年快乐！ 今年儿
子又不能回家过年了， 您和
妈妈昨天吃过饺子了吗？ 我

在这边挺好的。 您和妈妈要
注意身体啊！”2月5日， 正值
正月初一， 骆帅杰利用早上
点名前的空隙， 通过视频给
身在河南商丘的父母拜年。

通话结束， 骆帅杰整理
着装上岗， 开始了一天繁忙
的工作，引导旅客进站、查获
扰序人员、督导安检查危、巡
视高架候车层。

上岗前，视频给父母拜年

“忙完春运再回老家看父母”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张威

春节假期对于长沙火车南站的“80后”小伙骆帅杰来说，是同往常一样的工作日。自2012年入警以
来，他一直坚守岗位守护旅客平安回家。图为他在车站巡视。 通讯员 张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