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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

员 粤交集宣 岳路建 ）

记者从广东省

交通集团获悉， 虎门二桥项目大沙水

道桥顺利完成动静态荷载试验。 此前，

虎门二桥坭洲水道桥已完成荷载试验。

据了解， 虎门二桥是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公布后首个即将投用

的“超级工程”， 将在今年 5 月 1 日前

建成通车。

据悉，虎门二桥项目荷载试验工作

从 3 月 5 日晚上 7 时开始，其中，坭洲

水道桥荷载试验从 3月 5日至 3月 12日，

大沙水道桥荷载试验从 3 月 10 日至 3

月 14 日。 虎门二桥项目副总经理李彦

兵介绍，“简单地说，荷载试验就是在通

车前给大桥先做一次全面体检，看看桥

梁工程是否可靠。 通过了荷载试验，各

项指标数据正常，说明大桥很健康。 ”

目前， 虎门二桥项目进展顺利，土

建主体结构基本完成，路面沥青铺装、

伸缩缝安装、机电交安等各项工序正在

进行最后冲刺。 项目负责人表示，“当

前天气多雨， 对施工造成了一定影响，

项目上下正利用下雨空隙，抢抓工程进

度，争取 5 月 1 日前建成通车。 ”

据了解， 虎门二桥项目建成通车

后， 从广州到东莞的路程可缩短 10 公

里，比现在缩短约半小时车程，将大大

缓解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繁忙交通，为粤

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通新的动脉。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务院“2018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涉华部分再次指责

中国人权状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4

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

摘下有色眼镜，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人权

状况，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

报告涉华部分和往年一样，充满意识形

态偏见，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对中国进

行种种无端指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

进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

巨大成就。 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

国际社会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民将

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

前行，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

“我们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摒

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

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利用人权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也奉劝美方好好反

省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先把自己的事

情办好。 ”陆慷说。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尹华飞 阚淼 ）

去年 5 月 24 日，韶关监

狱“立新之声”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节目

由矫正与刑务办公室女警曹岁斯制作

播出，每周二四上午开播，每期 20 分钟

左右。 给亲人点歌，这一看似有着历史

时代感的举措，在监狱里受到意想不到

的欢迎，主持人曹岁斯也成为了监狱红

人。

点歌甜到服刑人员的心里

去年 12 月 29 日， 这是 50 岁的杨

明

（ 化名）

服刑以来印象最深刻的一天。

那天上午，妻子为他点播了一首《甜蜜

蜜》，这是监狱第一次点播这首歌。“大

家都在笑我， 老夫老妻了还甜蜜蜜。 ”

杨明回忆，听到点歌，他有点意外和惊

喜，更让他开心的是其他服刑人员的笑

声和调侃，他看到的是羡慕和祝福。

去年 6 月 8 日，杨明的女儿也给他

点了一首黄家驹的粤语歌《真的爱你》，

虽然他一句都听不懂，但他知道，那是

女儿的鼓励和期待。 从此以后，他就努

力改造争取减刑的机会，早日回归家庭

回报家人。

和杨明同一监区的服刑人员林广

鸿（化名）表示，有天上午她听到母亲为

他点的《念亲恩》，他先是愣了一下，以

为听错了，但当听到母亲最喜欢的旋律

响起，他差点哭了出来。“她们没有放弃

我！”林广鸿介绍，点歌平台开通 9 个多

月， 他一直在期待家人能为他点歌一

首，没想到终于实现了。

“在监狱里， 这是最让人期待和开

心的节目， 谁能听到自己家人点的歌，

感觉就像中了彩票。 ”林广鸿说，到目

前为止， 他所在的监区共有三人被点

歌，现在都成了明星人物，不带头改造

都不好意思。

第五种亲情沟通平台诞生

收集点歌单，向前来会见的服刑人

员亲属派发点歌单，整理挑选收集好的

点歌单，确定本期播放内容，编辑录音

稿件，最后到录音室录音，对 20 分钟节

目进行后期编辑———这些正是曹岁斯

在点歌台的流程。

据了解，韶关监狱是全省第一个节

假日可以会见的监狱，也是唯一一个提

供亲情点歌服务的监狱。“春节前后点

歌较多。”曹岁斯说，很多家属千里迢迢

赶来会见，无论是错过会见还是不愿会

见，对家属而言都是一种遗憾，有些会

见后还有心里话要说，他们没能尽情倾

诉的情感需要一个渠道来表达。

为此，监狱利用狱内新建设的广播

系统，设立了亲情点歌台，成立了“立新

之声”广播电台，通过一张张小小的点

歌单，搭建了服刑人员与家属第五种亲

情沟通的平台。 据悉，立新之声广播电

台作为罪犯电化教育的一个分支，从开

播至今，已收到 357 张点歌单，共制作

播出 62 期节目， 送出 289 首歌曲和祝

福。

“监狱拓宽沟通渠道，希望亲情、社

会力量加入罪犯改造工作中。 ”韶关监

狱监狱长向华南介绍说，韶关监狱“立

新之声”是创新于亲情会见、亲情电话、

亲情书信、短信平台之外的第五种服刑

人员与家属亲情联系的平台，让家属说

不出、难表达的语言，以另一种方式、另

一个平台进行诉说，加强监狱服刑人员

与亲属之间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激发其

积极改造意愿，提高改造质量，是扩大

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的又一重要思想宣

传阵地。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毛盛勇 14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说，2 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 1

月份提高 ，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中的新订单指数也比 1 月份回

升，反映国内需求有所改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市

场预期总体向好。 反映消费预期的消

费者信心指数，2 月份达到 126， 环比

上升 2.3 个点。 制造业 PMI 中的新订

单指数回升到 50.6%，比 1 月份上升 1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14 日还发布了今年

1 至 2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

从生产来看，1 至 2 月份，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3%，增速与

上年 12 月份持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5.3% ， 剔除春节因素增长

6.1%。

从需求来看，1 至 2 月份，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增速比上

年全年加快 0.2 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2%，增速与上

年 12 月份持平。

统计还显示，1 至 2 月份，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 174 万人。 2 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 5.3%，低于 5.5%左右

的预期目标。

“总的来看，1 至 2 月份国民经济

运行继续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发

展态势。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较多， 国内结构性矛盾

突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毛盛

勇说。

据新华社电

武汉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 14 日发布《武汉樱花花期预报》

称， 武大樱花预计将在本月底全面绽

放。

预报显示， 根据湖北省气象部门

信息， 武大樱花初放日期预计为 3 月

25 日，3 月 28 日至 30 日将迎来盛花

期。

樱花是武汉有名的观赏花卉。 武

大樱花久负盛名。 武大校园内种有樱

树上千株，每年春天，前来赏樱的游客

络绎不绝。比肩接踵的人潮，在武大校

园内缓慢前行， 沿百步梯拾级而上抵

达樱顶俯瞰樱花缤纷。 这已成为武大

每年春天常见的一幕景象。

记者看到，在武大校园内，花期最

早的早樱已探春绽放， 其他品种的樱

花也已含苞待放。

据武汉大学通报，今年武大“樱花

季”期间将继续采取网上预约形式，具

体政策将在第一时间通过学校官方微

博发布。

武汉市旅游部门在预报中还发布

了汉口江滩等其他赏樱景点的“出行

指南”，具体交通路线和提示可在武汉

市旅游委网站查询。

虎门二桥完成通车前“体检”

将在5月前通车，届时从广州到东莞可缩短约半小时车程

国家统计局：

2月份我国消费者

信心指数回升

武大樱花预计

月底全面绽放

即将投入使用的虎门二桥。 通讯员供图

外交部敦促美方———

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这所监狱里响起了《甜蜜蜜》

韶关监狱提供亲情点歌服务，创新形式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