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长郡中学美国AP课程中心高三学生易阳天以优异成绩被全美综合排名第5的芝加
哥大学录取。 通讯员 周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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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三月，草长莺飞。 记者穿行在北塔
区田江的城乡，只见一座座工厂，规整如盘，
漂亮大气；一处处建设工地高架林立，热火
朝天；一丘丘大棚蔬菜，连阡累陌，翠绿欲滴
……一幅幅繁荣生动的美景扑面而来。

此时此景，一种强烈的感觉撞击着人们
的心房，北塔区田江乡大变样！ 她正如一颗
镶嵌在资江之滨的璀璨明珠，绽放出夺目的
异彩。

田江乡地处“蔡锷路经济走廊”，南临资
江，地理位置优越，水路交通便利。 近年来，
田江乡党委政府高举科学发展的大旗，以项
目建设为主线，以民生改善为重点，抓班子
带队伍，抓产业强基础，抓民生促和谐，团结
拼搏，攻坚克难，有力推动了全乡经济快速
发展。

回眸 2013 年，各项工作如繁花绽树，灿
烂芬芳。

经济指标持续攀升。 2013年，全乡实现
国民生产总值 10.47 亿元，完成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12.89 亿， 完成工业总产值 33.5 亿，
农民人均年收入 11633 元， 分别同比增长
26.2%、19.2%、21.5%、17.6%。

项目建设突飞猛进。 加快发展，时不我
待。 为了优化投资环境，强力推动项目建设，
田江乡党委政府一班人身先士卒， 风里来，
雨里去，实施“白 + 黑”、“5+2”的工作机制，
带领全乡干部职工深入企业排忧解难，深入

群众调处矛盾，2103 年共召开项目建设协
调会议 320 余次， 及时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390 起， 确保了全乡 29 个重点建设项目的
顺利推进。

“三农”工作亮点纷呈。 创新思路,突出
重点,立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
不断加大农业投入、转变发展方式。 提高致
富能力，培育新型农民。 开展了蔬菜种植、畜
牧养殖等专业特色技能知识培训 4 次，培训
农民 200 人次， 组织参加大型招聘会 2 次；
加强基地建设，打造精品农业。 建成了大棚
蔬菜基地 500 余亩、油茶基地 300 亩、水产
基地 200 亩；完善基础设施，助推农业发展。
建成了谷洲、苗儿水利喷灌设施，完成了邓
家村自来水工程、谷洲村级活动中心，铺设
了 7600 米水利灌溉管道， 硬化了 4000 米
通组道路，安装了 51盏路灯。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着力民
生。扎实为民办实事，8个为民办实事指标全
面完成或超额完成； 不断健全优抚保障体
系,切实提高保障能力，充分利用“春风行
动”、低保帮扶、危房改造、农村医保等惠民
政策， 千方百计为贫困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计生工作卓有成绩，特别是阳光计生和企业
法人代表负责计划生育的成功做法，得到了
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资江潮涌，北岸春早。 魅力田江，春光
正好。 ■通讯员 钟志华 记者 陈志强

资江之滨的一颗明珠
———邵阳市北塔区田江乡发展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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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 你知道吗，偷
车贼偷一辆电动车只要2分钟。你去
买包烟的工夫， 停在超市门口的电
动车没准就不见了。最近，长沙市公
安局雨花分局同升派出所抓获了一
个流窜偷车的盗窃团伙， 这个团伙
专偷电动车和摩托车，作案十多起。

怎样才能让你的电动车和自行
车远离被偷的命运？ 且看警察叔叔
盘点各种防盗手段的靠谱指数。

3月2日晚， 一道黑影在长沙市
雨花区一家网吧门口张望。很快，他
看上了门口那辆没加锁的摩托车。
黑影悄悄打了个手势， 远处一辆面

包车立刻窜到面前，面包车后盖打
开，黑影和车上下来的另一个男子
一起，三下两下就把摩托车抬进了
面包车里。

车主在网吧门口的超市里买
包烟，出门一看，自己的摩托车已
经不见了。

今年以来，长沙已经有16辆电
动车、 摩托车被这台面包车拖走。
其中最贵的摩托赛车， 价值近万
元。而这伙犯罪嫌疑人偷一辆车平
均不超过2分钟。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明阳 实习生 吴亚玲

平均两分钟偷台电动车
“面的抬车”团伙长沙落网
怎么锁车最靠谱？ 警察为你支招

… 支招

警察教你怎么锁车最靠谱

网上流传的各种防盗方法，U形锁、 报警器甚至GPS定位仪层出不穷，
然而到底怎么锁车最靠谱呢？警察叔叔帮你盘点。

本报4月1日讯 当大多
数孩子还在为高考奋战时，
长郡中学美国AP课程中心
高三学生易阳天已经被美国
9所综合排名前40的大学录
取， 而他最终选择了全美综
合排名第5的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称号
叫“乐趣灭亡的地方”，校友
中有8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向来比较喜欢古怪独特和有
创意的学生，17岁的易阳天
是如何被他们看上的呢？

【独特经历】
12年沙漠生活

易阳天是甘肃人，12岁
以前， 他都跟随父母在沙漠
生活，父母都是医生。初中开
始，他跟随父母调动，来到长
沙读书。

12年的沙漠生活让他对
生物产生了兴趣。“小时候我在
沙漠里玩，有时会看到野兔，人
一靠近，它就飞快地躲到骆驼
刺里去了，骆驼刺保护了兔子，
兔子的粪便也滋养了骆驼刺。”
易阳天说，在沙漠艰苦的环境
里，动物和植物的共生让他深
深震撼。而住在沙漠里的人，为

了自身的利益在河流上游新
建水库，导致下游缺水，胡杨林
大片死亡，又让他觉得寒心。

他从小对沙漠中的生态
环境和奇特植物就充满兴
趣， 并且引发了对可持续发
展、植物学、生态学的思考，
这也是他申请芝加哥大学的
个人陈述内容， 文书很合学
校的口味。

【独特兴趣】
拿到遗传学教授推荐信

高二的时候，易阳天还申
请成功了哈佛的暑期学校，修
了两门很有挑战性的生物课，
分别是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
并且都拿到了A，拿到了遗传
学教授的推荐信。“这次经历
刷新了我对生物学的认识，更
加明确了未来的学术兴趣。高
三在长沙市血液中心的实验
室打下手，也学到了很多生物
医学知识。”

【独特视角】
分饰两角打动面试官

“面试时我和芝加哥大
学的面试官畅聊了80多分

钟，聊得非常投机，我想这个也
是非常加分的。”易阳天告诉记
者，面试是在网上进行的，他给
考官讲述了自己自编、自导、自
演历史剧的经历，在语文课上，
他一人扮演荆轲和秦王两个角
色。教科书是以赞扬荆轲为主，
而他则侧重分析荆轲的失败。
“荆轲的失败在于用错人，他重
用的秦舞阳， 总是在关键时刻
掉链子。”

“我不喜欢随大众，喜欢用
自己的视角去分析一些事情。”
易阳天说。

【独特爱好】
爱做甜品，是个吃货

父母对于易阳天的教育也
是“放养式”，初中、高中国际
班、大学的选择，都是易阳天自
己一手操办。

除了学习好，易阳天还是个
多能孩子，钢琴、羽毛球样样精
通， 还喜欢在家里上淘宝买烤
箱、材料，烘焙蛋挞、泡芙等甜
品，一个星期要做好几次。“我是
一个吃货，也是一个充满热情和
好奇心的人。” 易阳天这样评价
自己。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黄京

长郡“学霸”被美国9所名校录取
他高二时便选修了哈佛课程，还是个爱做甜品的吃货

本报4月1日讯 2014年秋，长郡AP中心招收以进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名校就读本科为目标的新生110名。4月20日下午2点半，长郡AP中心2014年秋季首
场招生说明会将在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办公楼五楼举行。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可拨打
0731-85287942报名。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黄京

长郡AP中心2014秋招收110名新生︻
招
生
动
态
︼

肖伟民介绍，这三种锁的防盗水平都差不多，但是民众在选择U形锁的
时候最好看看材质，不要选择那种用钳子很容易夹断的。还有锁芯，要选择
锁芯压力强度大的。

但是只有这三种锁还是不够的， 电动车不重， 被两个人抬进面包车
里，不过是几分钟的事。

U形锁、碟刹锁和链子锁
防盗指数

“大家觉得锁了油门，小偷就开不走车了。其实就算不开油门，小偷也可
以用脚蹬的方式把车子骑走”，办案民警肖伟民说，这种车子自带的锁，基本是
防君子不防小人，真碰上小偷，几乎起不到防盗的作用。

摩托车、电动车自带的油门锁
防盗指数

这是民警比较推荐的防盗方法， 因为小偷一般都会首先考虑这个车
子会不会叫，如果不会报警才会下手。把车子锁在铁栏杆等固定物体上，
也能防止小偷直接把车拖走。如果人离车子不远，车子一报警就会引起周
围人和车主的警觉，小偷就不易得手了。

锁在固定物体上+报警器
防盗指数

据报道，沈阳一名大爷曾为自己的电动车买了价值1000元的“电葫
芦”，每天从楼房外墙上把车子吊高到六楼，防止车子被盗。网上也有数百
元上千元一套的GPS定位防盗系统。“这些科技防盗，虽然有用，但是不太
经济实惠。”肖伟民评价说，价值高的摩托赛车和有经济能力的市民可以
尝试，但普遍使用不太现实。

“电葫芦”和GPS定位报警器
防盗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