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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7日讯 今天上午，仅1个
小时，长沙市开福区婚姻登记处就走出
好几对刚办完离婚手续的男女。他们脸
上并没有失意和落寞， 反而有些释然。
记者从我省民政部门了解到，近年我省
离婚率呈上升趋势。 今年1月-11月，全
省登记离婚的达到11万余对，其中七成
以上是“80后”。

湖南离婚率居全国第12位
民政部近日公布2011年三季度民

政事业统计数据，从2002年开始，我国
离婚率已连涨9年。今年到第三季度，有
146.6万对夫妻登记离婚，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11.9%。 平均每天有5300多对夫妻
“好聚好散”。

据相关统计，2010年我省离婚人数居
全国第12位，属高离婚率的省份。省民政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造成我省离婚人数攀
升的原因，与社会发展、人性解放、婚姻观
念的改变都不无关系。

“湖南人的‘辣’个性，更容易让矛盾
加剧。”省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金苑认为，
湖南人的性子急，处事个性比较辣，谈事
情不容易冷静， 以至冲动做出错误的决
定。

35岁左右离婚率最高
据某婚姻网站发布的一份离婚报

告显示：22岁-35岁是离婚的主力军，
36岁-50岁离婚率比较平稳，50岁以上离
婚率上升速度迅猛。学历高低与离婚率成

反比，学历越低，离婚率越高，学历越高，
离婚率越低。造成离婚率高升的原因主要
有四点：一是琐碎生活；二是家庭暴力；三
是冲动结婚；四是寂寞空巢。

著名婚姻专家徐安琪表示，通过研究
发现， 结婚9-10年的中年夫妻最易“散
伙”。从年龄段来看，一般是在30岁-40岁
之间，特别是在35岁左右容易出现婚变。

徐安琪分析，结婚10年以后，大家都觉
得对方就像自己的左右手， 认为亲情取代
了爱情， 以前不成问题的小事也会拿出来
吵闹，小争吵多了，非常伤人。另外，这个年
龄段的人大多在事业上初显成就， 接触的
人更为广泛，经济相对也较宽裕，更容易受
到异性的倾慕， 所以这个年龄段是考验夫
妻关系的关键时期。 ■记者 胡抒雯

我省每月1万对夫妻“好聚好散”
“80后”占七成 婚姻专家：湖南人个性“辣”，易加剧矛盾

本报12月7日讯 运行了16年的长
沙汽车西站在今晚结束它迎来送往的
使命，长短途、出租车和公交全部转入
已建好的过渡站场。 今天上午的紧急
会议后， 龙骧集团约三百人进场汽车
西站，彻夜搬迁并调试过渡站场设备。
12月8日清晨6点后， 所有人进汽车西
站背后的过渡站场候车。直到2015年8
月大河西综合交通枢纽竣工使用之
前， 将由过渡站场代替汽车西站收发
客。

长短途、公交、出租、社会车辆按
区域划分， 长短途车从雷锋西大道与
燕航路路口进出站，公交、出租、社会
车辆从东面西二环进出站。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叶冰

本报12月7日讯 今日， 记者从省
质监局获悉，2011年第10批食品质量
抽查结果已出炉。在被抽查的493个批
次的食品中，有21个批次不合格，合格
率为95.74%。其中，各类熟食是不合格
的“重灾区”，有13个批次不达标，占到
总数的60%以上。

熟食抽检连续3季度倒数
今年10月，省质监局在全省范围内

对月饼、饮用纯净水、塑料膜塑料杯以
及熟食等品种共493个批次食品及食
品相关产品进行了抽样。熟食抽检情况
欠佳，鸭掌、臭干子、酱板鸭等13个批次
产品名列不合格榜单。

不合格熟食集中在肉类熟食和面
粉熟食上。如：湖南贵喜鸭业出产的鸭
掌、八珍酱板鸭等食因菌落总数不达标
榜上有名。平江县有斯娃、聚财等10家
食品厂生产的面粉熟食因霉菌计数、大
肠菌数超标上了黑名单。

事实上，在省质监局今年的月度抽
检中，熟食经常占据合格率最低食品的
前三位，在9月份的抽检中，还一度是不
合格批次最多的。

“食品生产行业进入门槛比较低，

投资金额比较小， 从业企业也良莠不
齐。”省质监局相关负责人坦承，有些小
企业租用民居， 顾几个工人就开始生
产， 生产环境和产品都达不到要求，产
品质量就容易出问题。

黎 食品获证企业减少200家
针对熟食等小食品存在的食品安

全隐患，省市质监部门近来也加大了打

击力度， 对黎 食品生产状况进行巡查。
仅上月， 在长沙及省内其他地区打掉制作
加工腊肉、鸭腿等熟食的黑窝点6个。

长沙市质监局重新对黎 获证食品进
行审批， 对于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坚决取缔
经营证照。据悉，黎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从
2009年的400余家减少到了200余家。

■记者 未晓芳

本报12月7日讯 长沙市教育局公布长
沙市第三批4个名师工作室，将名师工作室的
规模扩大至18个。 本届名师工作室的工作时
间从12月5日起至2014年12月4日止。 分别
是：朱全民信息技术工作室（设在长沙市雅礼
中学）；辜美华体育工作室（设在长沙市长郡
中学）；陈旖英语工作室（设在雨花区枫树山
小学）；洪霞科学工作室（设在芙蓉区大同小
学）。 ■记者 贺卫玲

省质监局发布第10批食品抽检结果

看清楚，这些批次的熟食不合格

汽车西站通宵搬迁，今起请到过渡站场候车

“80后”闪婚闪离的现象非常突出，婚姻专家
建议应建立一系列的婚姻家庭社会救疗机制，比
如婚姻登记机关要多做“劝和”工作，尽可能挽救
盲目离婚的夫妇。

金苑还教大家一个吵架时用的绝招：“停5秒
钟，再说话。”气头上，人容易说出心口不一的话，
很伤人，很容易激化矛盾。所以，吵架时一定要尽
量冷静。此外，大家往往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对
对方提要求，“我这样是为你好， 你要听我的”，诸
如此类。而这个“好”却不一定是对方希望和想拥
有的。金苑表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更多的
时候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婚姻才能和谐。

吵架时停5秒钟再说话

本报12月7日讯 到2015年， 长沙幼儿
园教师专科及以上学历达80%， 小学教师专
科及以上学历达100%，初中教师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达80%， 高中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
历的比例有明显提高。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教
育局获悉，《长沙市“十二五”中小学教师培训
工作实施意见》已出台。

目前，长沙市小学教师专科以上学历、中
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分别达到 78.6％ 、
82.2％。

长沙将按照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
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将教师培训经费列
入政府预算， 按教职工工资总额1.5%比例额
度用于教师培训。任何部门、单位、个人不得
侵占和挪用教师培训经费。 ■记者 贺卫玲

八成初中教师要“升本”

长沙再添4“名师工作室”

本报12月7日讯 日前， 全国优秀志愿
者、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网上推荐活动结束，
全国有5972万网民踊跃投票， 推荐出100名
全国优秀志愿者和10个全国优秀志愿服务
组织。来自湖南的邓榕、夏村、唐先华、李郴榜
上有名。

除获奖代表外，我省还有毛智文、邓红
梅、李洪华、陈旭、蒋科、傅强等6名志愿者及
“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入围。

■记者 胡抒雯

我省4人
获评全国优秀志愿者

本报12月7日讯 “梁稳根？琼瑶？胡子
敬？谁是影响你成长的偶像人物？”今天，团省
委组织开展的“30年影响湖南青少年的30个
人和30件事”评选活动已进入投票阶段，候选
榜单已在湖南共青团网站公布。 今日起至12
月27日，公众可投票评选。

团省委将从参与投票的群众中抽取30
名，邀请参加颁奖晚会，并附赠《30年影响湖
南青少年的30个人与30件事》一书。

■记者 胡抒雯

这三十年
哪件事哪个人影响了你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不合格项目
株洲市石峰区海燕食品厂 鸡汁五香干 18.9L/桶 2011/09/07 菌落总数
湖南贵喜鸭业有限公司 鸭掌 36克 2011/08/31 菌落总数
湖南贵喜鸭业有限公司 八珍酱板鸭 26克 2011/08/30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平江县斯娃食品厂 长参丝 32克 2011/09/06 大肠菌群

霉菌计数
平江县聚财食品厂 九制馍片 32克 2011/09/05 大肠菌群
湖南省平江县梦圆食品有限公司 臭干子 26克 2011/09/06 霉菌计数
平江县双凤食品厂 糊涂丝 40g/袋 2011/08/04 霉菌计数
平江县三市三江食品厂 过桥米线 200ml/袋 2011/08/01 大肠菌群
平江县俊杰食品有限公司 臭豆腐 150ml/袋 2011/08/02 大肠菌群
平江县永龙食品厂 酒鬼米线 90g 2011/07/27 脱氢乙酸

部分不合格熟食名单

12月7日晚11时，长沙市河西交通枢纽过渡站，原来停靠在汽车西站的公交车辆
已全部停靠过来。当晚，长沙汽车西站临时搬迁至河西交通枢纽过渡站。 记者 田超 摄

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