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

本报4月28日讯 俗话说，“清
明前后，种瓜点豆”。又到一年春耕
时，4月28日，在永州市冷水滩区牛
角坝镇的永州市小珍种养合作社的
水稻种植基地， 数台插秧机在水田
地里穿梭， 一排排整齐的秧苗在水
田里格外葱绿显眼。 这只是牛角坝
镇“铁牛”闹春耕，巩固脱贫奔小康
的一个镜头。

2015年，在永州市区经商的王
小珍回乡创业， 成立永州市小珍种
养专业合作社。 与大多数创业者一

样，她最初面临2个问题：一是资金，
二是风险。 王小珍在当地政府的帮
助下， 以300元一亩的价格从当地
贫困户手中流转2000多亩田地，
“烘干机、翻耕机、插秧机都有好几
十台，机器成本都达到20万元。比如
我们的育秧系统， 能使温度控制在
30-32℃，湿度控制在95-98，提高
了种子发芽率，节省育秧总成本。”

此外， 王小珍带动当地农户发
展现代化水稻种植， 根据工种开出
3000-6000 元 不 等 的 月 工 资 ，
“2015年合作社成立时， 牛角坝镇
湘山街有132户、352名贫困户。之
前合作社有贫困户60余名，今年已
减少至30人， 预计在2019年底，湘
山街所有贫困户将全部脱贫。”

田野间， 贫困户周先生忙着将
秧苗运到插秧机旁，及时补进秧苗，
说起在家门口就业， 掩饰不住喜悦
的心情，“以前在电子厂点焊月工资
也就4500元， 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不仅可以照顾老人、小孩，工资还比
以前高一点。”与周先生一样获得帮
助的人还有不少，记者了解到，小珍
合作社每年帮扶贫困妇女68人次，
人均增收3850元。

目前， 小珍合作社稻田亩产量
500公斤以上，主产的桃优香粘、泰
优390等大米品种销往广西、广东、
湖北等多个省市，得到市场好评。村
民实现在家门口务工， 实现从依靠
土地生存到依靠土地脱贫的转变。

■记者 黄亚苹

2019“福泽潇湘·共同见证”
公益自驾游首站走进韶山

4月19日至21日， 由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携手News938潇湘之声共同发起的2019
“福泽潇湘·共同见证”公益自驾游活动，首批
10台车40人的团队走进韶山市福利养老中心，
慰问孤残老人， 为他们送去8万元福彩慰问金
和价值2万元的爱心物资。

韶山市福利养老中心于2011年开工建设，是
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湘潭率先统筹城乡发展，
实现韶山率先富裕”（湘发[2011]9号）文件中明确
的重点民生示范项目， 规划总用地面积48.43亩，
总建筑面积25908平方米，养老床位300个。项目
投入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1000万元、省市民政部
门投入福利彩票公益金2000多万元。韶山市福利
养老中心包括中心敬老院、光荣院、福利院、救助
站。目前，养老中心一共入住了53位老人。

4月19日，40多位爱心彩民和业主，各自搀
扶着老人走进韶山市福利养老中心大厅，紧挨
着老人坐下， 与老人们亲切地拉起了家常。还
有的彩民来到老人居住的房间，帮助老人打扫
卫生，帮助他们叠被子……在养老中心，部分
彩民现场为老人们表演歌舞、 器乐等文艺节
目， 热闹纷呈。 本次公益自驾游湘潭行的活
动，既弘扬了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的发行宗旨，又在全社会营造出关爱、帮助
孤残老人的健康风尚。2019“福泽潇湘·共同见
证” 公益自驾游活动仍
在招募中， 热心公益的
您， 记得拨打报名咨询
热线0731-89735643或
88883938。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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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下午， 福建三明
一女司机在高速路隧道中发
生意外，当场身亡。

交警从其手机记录中发
现，她驾车的34分钟里，用手机
发信息、接打电话共计30次。

据监控显示，女司机驾驶
的小车在超过了右车道上的
大货车后，突然撞向了右侧的
隧道壁，致使其当场死亡。

后经事故鉴定，驾驶员张
某系头部重型损伤，致中枢性
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排除了
毒驾和酒驾的嫌疑。

随后，民警通过张某的手
机，还原了她从上车到事故发
生的34分钟的行车轨迹。其手
机微信显示， 当天下午4点27
分她从高速服务区出发时，给
好友发了一个定位，接着开始

频繁用手机发微信或是接打
电话。其中，她还提到“正在给
车子定速巡航， 定的时速是
120公里，开车很轻松”。

就在临近事故发生时，张
某收到了一条语音微信， 她立
即通过微信文字的方式回复该
消息， 共回复了5条文字消息，
其中4条发送成功，最后一条只
打了字母“e”，事故就发生了。

据高速交警介绍，从事发
隧道前400米处开始， 就有连
续下坡， 限速100公里/小时。
但事故发生时，张某的车辆行
驶速度为122公里/小时—127
公里/小时之间。 调查结果显
示，除了违规超速、隧道内变
道，张某在驾车过程中还有使
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两种违
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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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34分钟看30次手机，福建女司机撞隧道壁身亡 长沙今年查了“开车低头”555起

别再玩命！对“开车看手机”大声说不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大
家都懂得的道理。但“开车不看手机”，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 每一个
低头的瞬间， 都系着你和他人的生命
安全。你开车的时候看手机吗？你对开
车看手机的行为有何看法？ 可通过以
下三种方式说出你的经历、 想法和建
议， 推动大家改掉不良驾驶行为，让
“开车不看手机”成为一种习惯。

热线：0731-84326110����
微信：三湘都市报微信公众号（ID:

sxdsb96258）（二维码）
微博：三湘都市报（二维码）

一名女司机在高速公路驾车的34分钟里， 使用手机
30次，结果车子撞到隧道壁后车毁人亡。网上的这个视频
震惊了很多人。

智能手机已成了大多数人居家旅行的必带装备，造
就了一批“低头族”。开车看手机也成了一些人的习惯。殊
不知，开车时的“低头瞬间”，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为了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开车时一定要放下手机。

■记者 杨昱

在日常生活中， 开车看手
机的坏习惯随处可见。为此，记
者随机采访了多位长沙市民。

提起“开车看手机”，市民
龚先生直言曾尝到过苦果。他
说，在2018年底，他驾车到长
沙四方坪一路口时，手机突然
弹出了微信好友聊天。想着跟
着前车走没问题，于是他低头
去看了手机，却没想到闯了红
灯，“被交警扣了6分， 还罚了
200元！”

“我开车时， 经常遇到其
他车道的车很缓慢，当我开到
前面时，才发现车行缓慢是司
机正在玩手机。” 市民魏女士
说，自己平时开车使用手机都

是用于定位导航，偶尔接下电
话，但会言明“自己在开车”，
尽快挂断电话。

周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教
训，“两次违章，有一次还差点出
车祸了。”他说自己自控力差，开
车时总忍不住拿起手机来看。

记者从长沙市交警支队
获悉，今年以来，长沙交警现
场查处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
电话的违法行为555起。其中，
对于驾驶时有拨打接听手持
电话的，处以200元罚款，驾驶
证记2分； 如有驾车时观看视
频、查阅手机信息等其他妨碍
安全行车行为的，处以罚款50
元，驾驶证记2分。

34分钟看手机30次，司机撞隧道壁身亡

“开车看手机”，长沙今年查处555起

三湘都市报微
信公众号

三湘都市报微博

“铁牛”闹春耕，种植合作社人均增收3850元

3月14日，福建三明一
辆小轿车在行驶时突然失
控撞上隧道壁，女司机当场
身亡。

（视频截图）

事件

如何推动“开车不看手机”请你提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