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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２０13年10月6日 星期日2
湘潭市 晴 1６℃～27℃
株洲市 多云 18℃～29℃
永州市 多云 17℃～27℃

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多云
北风 ２~3 级 18℃～28℃

张家界 多云 16℃～27℃

吉首市 多云转晴 15℃～27℃
常德市 多云 18℃～25℃
益阳市 多云 18℃～26℃

怀化市 多云 15℃～28℃
娄底市 多云 18℃～27℃
邵阳市 多云 1７℃～2７℃

衡阳市 多云 19℃～28℃
郴州市 多云 17℃～27℃
岳阳市 多云 18℃～25℃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石建国

“子惠， 以后有困难， 就打向伯
伯电话。” 10月4日下午， 辰溪县汇龙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膺吉专程
赶到该县上蒲溪瑶族乡上蒲溪村， 把
2200元钱及书包等学习用品送到孤
儿米子惠手上。

“子惠， 你的学费我们包了， 每

月300元生活费我们也会按时打到账
上。” 向膺吉话音刚落， 辰溪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黄治接着说。

2011年至2012年， 米子惠的父
母和爷爷相继离开了人世。 从此， 10
岁的米子惠和76岁的奶奶靠砍柴、 捡
垃圾维持生活。

今年8月，共青团辰溪县委、辰溪
县辰河掠影俱乐部举办贫困儿童公益
摄影展，辰河掠影俱乐部6名成员对米

子惠进行了全方位拍摄。 烂了半边还
在用的脸盆、铺在瓦檐下的床铺……9
月30日，看着摄影展展出的照片，黄治
决定将米子惠作为县信用联社长期帮
扶对象给予资助，直到大学毕业。

向膺吉原准备带公司员工去凤凰
古城一日游， 但10月3日下午， 他也
看到了米子惠等贫困儿童的图片， 当
即打电话把员工叫来一起看。

“我建议旅游不去了， 将3000

元分成2份， 2200元送给孤儿米子
惠， 800元送给4岁的贫困儿童米瑞。
明天， 大家一起去送， 怎么样？” 展
览现场， 向膺吉征求员工意见。

“我同意!” “好！” 员工们一致
同意。

4日上午， 黄治、 向膺吉及其公
司20多名员工， 在辰河掠影俱乐部成
员石渊智、 袁军、 向阳带领下， 驱车
110余公里， 赶到了上蒲溪瑶族乡。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黄敬波 黄松柏） 日前， 以全球罕见病

“遗传性共济失调” （俗称企鹅病） 患者
彭正阳名字命名的“武陵爱心·正阳帮扶
金” 在汨罗市成立， 并举行首次帮扶行
动， 彭正阳和钟思思等10名贫困学生分别
获得20000元和2000元资助。

汨罗市高家坊镇青江村村民彭正阳一
家6人有4人患“企鹅病”， 其爷爷、 父亲
和叔叔相继因病去世。 2011年7月， 大学
毕业的彭正阳也被确诊为“企鹅病”。 湖

南武陵酒有限公司得知彭正阳的遭遇后，
决定联合汨罗市相关单位成立“武陵爱
心·正阳帮扶金”， 以彭正阳及其他贫困学
生为帮扶对象， 由该公司捐助10余万元物
资进行无偿义卖， 所得善款及其利息主要
用于彭正阳的生活及治病费用， 由汨罗市
慈善总会负责管理。 自行动之日起， 武陵
酒汨罗专卖店还将销售额的20%纳入帮扶
基金。 该帮扶金在彭正阳康复后如有节
余， 将以彭正阳的名义捐献给其他需要帮
助的人。

本报10月5日讯 （通讯员
米承实 向兆照 记者 沙兆华）
国庆期间， “聆听花开的声
音” ———辰溪县首届关爱贫困
留守儿童公益摄影展举行。

为了办好此次展览， 辰溪
团县委四处联系爱心人士， 筹
集活动经费， 落实帮扶对象；
该县辰河掠影俱乐部的成员们
走村串户， 足迹遍布辰溪村村
寨寨， 将镜头对准了贫困留守

儿童， 此次展览的800余幅摄
影作品， 就是以40名贫困留守
儿童为拍摄对象， 真实展现出
他们生活、 学习、 劳作和内心
世界现状， 唤起了社会对贫困
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

通过此次摄影展， 22名贫
困留守儿童还获得了“一对
一” 的帮扶， 爱心人士提供他
们在校期间每人每月300元以
上资助。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勇 夏艳珺

【同心故事】
一年多前 ， 在美国《PLOS�

ONE》杂志上，一篇来自中国的文
章公布了灵芝基因组精细图谱，引
起全世界关注。这是全球首次公开
发表灵芝基因组精细图谱。

文章的作者， 就是致公党党
员、湖南农业大学“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亚健康干预技术实验室”主
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刘
东波博士。

近日， 在湖南农业大学生命科
学楼实验室里，刘东波告诉记者，自
己和灵芝结缘， 来源于小时候外婆
讲的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 从那时
起，“救命仙草”灵芝就“种”在了刘
东波心里。 为揭开孩提时未知的奥
秘，他先后在武汉大学、比利时布鲁
塞尔自由大学攻读生物医学， 并获
得博士学位。2005年， 他成为瑞典
一家医药公司驻上海首席代表。

2007年，我国提出“中医治未
病”计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准备
建立一个亚健康干预技术实验室，
刘东波受邀参与筹建。2007年底，
随着实验室在湖南农业大学落户，
刘东波毅然辞掉高薪工作回到家
乡湖南。

实验室落成后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破译灵芝基因组。当时，正在
研究该项目的还有一个美国团队。

“灵芝是中药材，中医药是中国的，
不能被外国人抢先。” 刘东波下定
决心。

破译灵芝基因组难度空前。在
实验室，刘东波的科研团队夜以继
日，40名科研人员足足用了4年时

间。2012年5月，刘东波成功抢在美
国人之前，向全球首发了灵芝基因
组精细图谱。

紧接着，刘东波带领科研团队
对“九大仙草”中的另外7大仙草，
同时对人参、黄芩、红花、当归等中
药材进行系列研发。他运用在西方
求学时掌握的现代生物学技术原
理，潜心于中国传统中医药理论研
究，构建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药“基因池”。针对中药过敏问题，
他运用代谢组学方法，找到了过敏
的代谢探针，这对解决中药过敏具
有革命性意义。2012年9月，刘东波
被中国、印度、韩国、蒙古等13个成
员国的代表推选为联合国亚太“亚
健康干预技术联盟”主任。

为推动中药材走向世界，刘东
波与一位企业家朋友于联合创建
湖南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列
入“百人”计划企业。
【同心连线】

为促进创新型湖南建设， 全省
统一战线大力开展“科技创新、贡献
湖南”活动，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党外知识分子500多项科研成果与
非公有制企业实现“联姻”，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
升，有力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

同心 印象

本报记者 黄晓辉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出境游成为
我省旅游消费的一大热点。 据湖南海
外旅游市场总监夏靖透露， 9月份，
该旅行社已经组织了以泰国、 普吉岛
等东南亚地区为目的地的旅游包机
20架， 出境游已占公司业务的60％
以上。

10月1日起实施的 《旅游法》，
对游客文明出游及导游引导劝阻进行
了明文规定， 不少旅行社因此把 《中
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作为
合同附件。 将文明旅游写入合同， 能
否杜绝埃及神庙“到此一游” 等不文
明行为？ 10月4日， 记者就此采访了
相关游客和从业人员。

写入合同，强化“文明旅游”观念
10月3日， 刚刚从泰国旅行回来

的蒋琴就感受到了 《旅游法》 施行所
带来的变化。 她此次参加的是泰国6
日游旅行团， 行期为9月28日至10月
3日。 关于文明旅游的内容， 就出现
在了她出发前拿到的旅游合同里。

蒋琴不是第一次出境旅行。 她
说， “和去年我去越南的合同相比，
这份合同更详细了， 增加了文明出游
的内容。” 在这份泰国6日游的合同
中， 增加了作为合同附件的 《文明旅
游告知书》 和文明旅游注意事项。 比

如在前往泰国大皇宫和玉佛寺时， 提
醒游客须服装整齐， 上衣不能裸露皮
肤， 下装要过膝。 还特别注明了需要
注意的一些佛国礼节。

湖南海外旅游客服中心经理姚宇
说， 原来我们只对安全出游做出提
示， 现在增加了文明出游的专门说
明。 并且， 我们还会在行前说明会上
向游客强调。 在旅行过程中， 到达某
个景点前， 我们也会再次提醒游客。
为了避免乱扔垃圾的不文明现象， 我
们还会在每天出发时， 把垃圾袋发到
每位游客手中， 游客都比较配合。

蒋琴说， 把文明旅游写进合同，
更能帮我们树立文明出游的意识。 中
国人讲入乡随俗， 而且国人所谓的不
文明旅游行为， 其实都是一种下意识
甚至无意识的行为， 并非故意， 更与
道德无关。 合同里提醒了， 游客一般
都会注意。

多方合力，助推文明旅游“主动化”
“在博物馆里参观时把包背在胸

前， 否则一个转身你的包可能就会蹭
掉一件千年文物。” “强烈建议每次
旅行自带牙刷与筷子， 你知道的， 这
不是为了省钱。” 今年8月， 中青旅遨
游网推出 《文明旅游实用攻略６６
条》， 对旅行中的基本礼仪、 环境保
护、 目的地风俗等在内的旅行通用规
则及不同目的地的风俗禁忌进行了总

结。
“这些内容我们已经学了。 旅行

社每月都会对导游、 领队进行一次文
明旅游的培训， 强化文明旅游的观
念。” 姚宇说， “不过， 有时也会遭
遇尴尬。 毕竟作为导游或领队， 我们
只能以提醒、 劝阻为主。 有的游客认
为自己花钱就是出来享受的， 不太听
劝。 有时， 也要看导游和领队是不是
够负责。”

作为一名资深导游， 姚宇认为，
游客和导游文明旅游的意识和素质都
有待提高。 比如说排队， 原来一般是
派两三个人排队， 其他人拍照或吃东
西， 等到快排到了， 就都插了进来。
这在国内可能较容易被容忍， 但在国
外就会被指责。 要真正实现文明行为

“主动化”， 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就养成
文明习惯， 出境旅游时举止文明才能
更自然。

湖南海外旅游市场总监夏靖表
示， 文明出游“写入合同”、 加强导
游对游客的提醒与劝导只是一方面，
还需要全社会通过舆论监督、 社会监
督、 道德评价的方式， 逐渐引导公民
提高自身素质， 规范自身行为。 另
外， 还要加大力度倡导文明旅游， 比
如说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西安华清池
开展了“垃圾换饮料” 活动， 就是引
导游客养成不乱丢垃圾习惯的一种方
式。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尹超 向
国生 通讯员 黄杰 李明） 慈利县境
内的峡谷、 溶洞、 温泉、 道教圣地，
构成独特的张家界“东线旅游”。
“十一” 黄金周以来， 武陵源景区异
常火爆， 推动了“东线” 等周边旅游
线路持续升温。 截至今日， “东线”
共纳客11万余人次， 成为张家界核心
景区之外的旅游补充区和缓冲带。

为确保旅游黄金周“游客乘兴而
来、 满意而归”， 慈利县成立了节假
日旅游协调领导小组， 县委书记陈
竞、 县长李军挂帅， 严格把关旅游安

全、 旅游质量与投诉、 旅游饮食、 客
房咨询与调剂、 自助游调度、 紧急救
援等服务工作。 旅游、 公安交警、 交
通、 卫生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 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 特别是针对可能发
生的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制订了应急
预案， 并于节前进行多次演练。 同
时， 向旅行社、 导游等旅游从业者和
游客广泛开展 《旅游法》 宣传咨询。

在通往张家界大峡谷、 龙王洞、
江垭温泉、 五雷山等景区的途中， 记
者看到， 自驾车、 旅游巴士川流不
息； 交叉路口、 高速出口、 景区内，
团县委组织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地为游
客提供咨询服务； 游客兴致盎然， 游
览秩序井然。

据了解， 该县一直以来借助张家
界核心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把“凸

显特色、 形成互补、 主打户外休闲”
的发展思路融入旅游开发、 旅游营销
策划， 进而有针对性地展开招商引资
和宣传营销。 近年来， 张家界大峡谷
“世界最长玻璃桥、 最高蹦极台项
目”、 “‘和田居’ 山水度假酒店项
目” 等纷纷落户“东线”， 该县与全
国30多个城市、 100多家旅行商分别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桂花树下
靓妹敬酒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黄晓军

10月5日下午1时55分， 凤
凰县山江苗族博物馆， 当天的
第3场苗族风情表演， 正式开
始。

21位年轻的苗家阿哥和阿
妹， 围绕着12面红色的苗鼓，
打起了迎宾花鼓。 鼓点缠绵舒
缓时， 表达的是苗家阿妹的柔
情与妩媚； 鼓点铿锵激越时，
表达的是苗家阿哥奔放与激烈。

里三层外三层游客的情绪，
渐渐地融入进来， 开始了起伏。

此时， 表演场内的3株桂花
树， 正盛开着桂花； 桂花的馨
香， 也随着鼓点的节奏， 飘荡
开来， 沁人肺腑。

表演的第一个高潮， 出现
在苗家阿妹走下表演台， 给游
客们敬酒。 20位年轻漂亮的苗
家阿妹， 用5个竹筛子， 端上用
土钵子装的苗家米酒， 走向观
众席。 当苗家阿妹问“想喝苗
家米酒的请举手” 时， 场内男
女老少几乎都举起了手， 并纷
纷站起来把手伸向苗家阿妹。

妻子先得到了米酒， 便欢
天喜地地献给丈夫品尝； 有小
女孩上前给父亲取酒的， 有男
朋友给好奇的女朋友取酒的，
场面热闹而温馨。

坐在记者身旁、 来自湖北
黄石的刘先生说： “我们是3个
亲戚家庭， 一同自驾游来的，
凤凰山江苗人谷的自然风光独
特， 民族风情浓厚， 真是不虚
此行。”

上刀梯的表演， 惊险而刺
激。 游客莫不替表演者捏把汗，
可表演者却一招一式都十分沉
稳。

随着表演者高度的升高，
游客们的相机、 手机、 平板电
脑， 一同把镜头对准了表演者
猛拍。

博物馆工作人员兼演员隆
琴告诉记者， 从10月2日到今
天， 每天都表演4场， 游客场场
都爆满。

下午3时， 记者提前退场，
只见博物馆的停车场内， 停满
了挂着湖南、 河南、 湖北、 江
西、 四川等省牌照的小汽车；
在入口处， 又遇到了两个旅游
团队入场； 而山江镇新辟的一
个大型免费停车场内， 更是停
满了旅游大巴、 自驾游小汽车。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罗宁） 10月4日凌晨4
时 40分 许 ， 京 珠 高 速 临 长 段
1443km处 （平江服务区往南100
米） 发生两车相撞事故， 导致一
台满载30吨汽油的槽罐车发生泄
漏， 所幸现场无人员伤亡。

接到报警后， 平江县消防及
交警等部门迅速赶到现场， 消防
官兵通过喷水冷却罐体、 稀释泄
漏汽油等进行紧急处置。 为确保

现场安全， 交警部门封堵事故现
场双向通道1000余米范围。 为缓
解交通压力， 交警引导车辆有序
绕至平江服务站通行， 由于紧急
通道被大量行驶车辆占用， 当地
应急处置增援力量很难抵达现场，
在当地交警和消防部门的协调指
挥下， 直至9时许， 消防部门增援
力量才赶到现场进行紧急处置，
至11时48分， 处置结束， 现场开
始恢复通车。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伍精强） 业务增长承
压， 寿险公司筹谋精细化转型。光
大永明人寿湖南分公司通过“差异
化综合金融、特色化团险、个性化
电销”的创新发展思路，实现了逆
势增长。今天，记者从该公司获悉，
今年1至9月， 共实现规模保费
10767万元，同比增长135%，标准
保费 2477万元，同比增长90%，期
缴保费1922万元， 同比增长75%，
各项核心指标均牢牢锁定长沙地
区前十名和全国系统前列。

目前， 保险行业处于深度调整
时期， 传统的银行保险和代理人渠
道展业模式遭遇瓶颈， 2011年9月
获批筹建,2012年1月正式营业的光
大永明人寿湖南分公司,积极探索
新的业务模式,推动寿险营销从粗
放式到精细化转变， 实现了增长。
公司总经理周明强对记者
说： “产品和渠道是保险
公司业务发展的核心。 光
大永明为实现更有内涵的

发展， 坚持在产品和渠道上进行创
新和转型。”

据介绍， 今年以来， 光大永明
人寿在银保渠道提出了以“价值”
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努力实现两个
转变， 即从简单的规模业务扩张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 从过度依赖投资
收益产品向实现承保高内含价值产
品转变。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 公
司创新地将健康和养老产品都嵌入
到了银保渠道， 也正好契合了当前
老百姓的需要。 “在我们的银保渠
道， 针对不同的人群推荐不同的产
品， 实现了以产品为导向向以客户
为导向的转变， 把银保做出了个险
的味道， 最终实现公司综合金融经
营之路。” 周明强说。 今年1至9月，
公司成功销售内含价值高的5年期
以上期缴 1854万元， 占整个期缴
保费的96%以上。

取消旅游省钱送孤儿 刘东波：全球首发
灵芝基因组精细图谱

22名贫困儿童获资助
辰溪举行关爱贫困留守儿童公益摄影展

“企鹅病”患者迎来曙光
汨罗成立首个以患者名字命名的帮扶金

10月5日， 许多游客在长沙市梅溪湖骑车休闲。 国庆长假期间， 许多市民选择既健康又休闲的方式， 度过愉快的
假期。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文明旅游写入合同

张家界“东线”旅游开始升温

文明有你 湖南更美

寿险公司谋划精细化转型
光大永明人寿湖南分公司逆势增长

京珠高速临长段

发生一起汽油槽罐车泄漏事故

10月3日晚， 土家阿哥阿妹与中外游客一道跳起土家摆手舞。 “十
一” 黄金周期间，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溪布老街每晚举办篝火狂欢盛宴，
欢迎四海游客。 吴勇兵 摄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协办

湖南保险�� 保障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