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9日， 怀化市二医院的青年志愿者在为洪江区横岩乡沅
河村 “空巢” 老人进行健康保健指导。 当日， 洪江区组织青年
医务志愿者开展 “新春送温暖 、 青春暖洪江”， 关爱 “空巢 ”
老人义诊活动。 刘文颖 印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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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忧天下、勇于担当 （郴州市
委宣传部 周迎春）

2.敢创敢为 、敢试敢担 、知足感
恩、 包容豁达 （长沙市人防办 莫金
文）

3.崇文尚德 、求真务实 、开拓创
新、敢为人先（长沙市一中 刘红）

4.韬文善武勇为先、和谐奋进耀
潇湘（常德市财政局 袁志）

5.崇德笃行 、心忧天下 、实事求
是、敢为人先（湖南省统计局 刘杰）

6.忧乐为国 、坚韧敢当 、勤劳善
德、创新图强 （省军区司令部 罗西）

7.心怀天下 、爱国尚义 、乐于奉
献、敢为人先（通道侗族自治县政府
向付和）

8.义 、先 、实 、韧 （省委宣传部
刘学）

9.惟楚有材 、志在天下 、务实创
新、当仁不让（衡南县 吴孝伟）

10.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崇文尚
武、 吃苦霸蛮 （省直机关党校 肖琼
辉）

11.忧国爱民、尚武崇文、敢为人
先、永续前行 (安化县 李栩生)

12.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尚德尚
学、创新求是（湘潭市审计局 张敏）

13.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
换新天（草根一族）

14.备德以致远、存信纳天下（常
德 戴蕙菁）

15.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刚毅直
率、勤勉贤良（省科协 张伏祥）

16.厚德笃信、忧乐于心、自强不
息、务实求为、开拓奋进（岳阳市君山
区 刘武岗）

17.勇于担当、广于包容、乐于进
取（岳阳市君山区 高荣强）

18.奋勇当先争人前 、睿智开放
铸潇湘（临湘市 付小云）

19.爱国奉献、求是奋进、崇文尚
武、 厚德载物 （省军区政治部 赵伍
芳）

20.经世致用、求真创新、奋斗不
止（长沙电大 王天舒）

21.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 （常德
谢倩妮）

22.敢为人先、德行天下、敢做敢
当、自立自强、和谐奋进（常德 杨杰）

23.上下求索、经世致用、革故鼎
新（省农科院 范四维）

24.敢为人先、快乐湖南（耒阳市
梁华生）

25.勇于创新、广于包容、乐于进
取（耒阳市 高荣强）

26.尚武崇俭、心忧天下、开埠立
新、敢为人先（上海 徐洁义）

27.和谐奋进 、德满天下 （常德
陈玲）

28.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省中龙
公司 刘蔚）

29.爱国忧民、厚德永存、求真务
实 、开拓创新 、担当包容 （中南大学
张新国）

30.爱国爱家、爱满湖湘、自觉自
信、自强不息 （长沙市委宣传部 周
圣平）

31.百舸争流 、敢为人先 （常德
张振后）

32. 求真而勇拓 、 自信而奋发
（常德 谌昱良）

33.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共襄大业（北京 张丹
娣）

34.上下求索、坚毅果敢、自信沉
稳、 爱国爱民 （临湘市职业中专 李
刚）

35.开天辟地、敢为人先、自强不
息、坚韧不拔、和谐共进（浏阳市 王
霞飞）

36.真理尊严、敢为人先、经世致
用、雄霸天下（天津市滨海新区 黄铁
军）

37.爱国崇德、赤诚谦逊、敢为人
先、创新超越（张家界市委宣传部 于
国鑫）

38.经世致用、经邦济世、海纳百
川、敢为人先（桃花源医院 邢琼）

39.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常德
龙翔宇 ）

40.浪漫坦诚、勤劳勇敢、与时俱
进、务实为民（冷水江 雷成光）

41.心忧天下、包容创新、好强霸
蛮、 敢拼爱赢 （娄底市国税局 肖光
斌）

42.崇文、勤俭、果敢、担当（郴州
临武县审计局 邓凌燕）

43.自强不息、忧国忧民、求真务
实、知行统一（衡阳 周晓阳）

44.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开放包
容、埋头实干（衡阳 罗安宝）

45.敢为人先 、求新求变 （衡阳
彭斌）

46.敢为人先、经世致用、自强不
息（衡阳 黄颖）

47.至中致和、湘济天下（常德市
委 熊志发）

48.创新争优、尚德诚信、自尊自
强、爱国爱家、胸怀天下（浏阳市梅田
水库管理所 李先伦）

49.崇文尚武、厚德睿智、身系天
下、敢为人先（衡南县乡镇企业局 谭
太生）

50.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厚德载
物、勇于担当（长沙市望城区商务局
阳立强）

（本报记者 乔伊蕾 整理）

本报记者 徐亚平

人这一辈子，免不了要流泪。 或
多或少，或喜或悲。 30多年前，我偷了
妈妈5分钱，买了只口琴，她打了我一
顿，我没哭。 30多年后 ，妈妈不打我
了，她走了，我偷偷哭了。 妈妈走了3
年之后，我又哭了，连哭几场，甚至还
在众目睽睽的主席台上哭。 这次是为
一头“猪”哭。

这猪 ，没圈在农家 ，也不游食于
山野，而是生于大泽，戏于大水，俗名
“江猪”，学名“长江江豚 ”，是长江水
生生物的旗舰物种，中国淡水水域仅
存的哺乳动物。 但是，它很可能又要
被“勤劳勇敢”的人类给灭了。 江豚愿
意离开它生活了2500万年的长江、地

球吗？不！它们正在为自己的去路，悲
哀地哭泣。

2月10日， 我在跟岳阳县县长张
中于交流时说，10年后，纵使洞庭湖、
长江堆满黄金 ， 堆满今人狂热的
GDP，也买不回这一物种了。 我们该
怎么向子孙交代呀？！

一
去 年 8月 ，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WWF）项目官员韦宝玉先生辗转找
到我的电话，说的是盛世危言：“洞庭
湖江豚以每年15%的速度减少， 其死
亡速率远高于其它区域；目前洞庭湖
只剩100多头。 ”他知道我一直在关注
洞庭湖的生态环境， 也很喜欢江豚，
希望我能做点什么。

那天晚上 ，我喊儿子谈话 ：男子
汉当爱国 、爱环境 、爱动物 、爱 “江
猪”，明早4点起床，一起下湖，想办法
抢救江豚。

自此，我的记者生涯里又多了一
项特殊使命：为子孙守护江豚！

我们已经对不起已经灭绝的白
鳍豚了 ！ 难道我们还要对不起江豚
吗？！

江豚灭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罪责！

我开始不断下湖巡逻；不断挥笔
呐喊———《洞庭江豚， 你在哪里？ 》、
《有多少鱼种可以重生？ 》、《拯救“水
中大熊猫”》 ……我斗胆把江豚命名

为“水中大熊猫”。 我固执地认为：它
数量比大熊猫少，所以更珍贵。 我希
望科学家能理解、宽容我的“偏颇”。

有人说， 现在的我像一个斗士。
其实，我很脆弱。 在创作《为一头“猪”
发表宣言》的散文时，我无声地哭了，
泪水落在键盘上揩都揩不干。

江豚，你知道吗？ 是你的命运弄
哭了我。

二
揣着江豚的“安危”，我开始硬着

头皮、低声下气找岳阳主管部门。先后
去了4次。 第一次，局长把我的唠叨全
记在本子上。 我很振奋，也很感动。 但
此后他开始回避我。 最后，他摊牌了：
“一个处级干部不要搞这样的事。 ”一
位副局长还说“江豚又不是你的”。

静夜思之，我觉得，拯救江豚，得
成立保护协会，得先从领导“抓 ”起 。
我首先想到我的娘家。

很幸运，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领导
很快做出了支持我牵头组建“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的批示。

江豚，我开始为你冲锋了。 岳阳
市委常委扩大会上 ， 我利用会议间
隙，找领导谈你的危机。 我在厕所门
口拦住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陈吉
辉，他很同情你的遭遇。 人大会上，我
找人大代表为你提议案；还在厕所里
堵住市委常委樊进军游说。 他大叹：
“它不是畜生，完全跟人一样啊！ ”

他说对了。 你，就是人类的兄弟。
我找到岳阳主管农业的副市长

宋爱华：“江豚灭了，您的孙子要看江
豚，怎么办？！ ”

这样的话语，我不知道已经哽咽
着说过多少次了。 为了江豚的未来，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礼节了……

三
“大好事啊！ ”听说我想成立江豚

保护协会，岳阳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
长严华 “命令” 市科协主席何祚云：
“坚决支持！做主管单位。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徐新启慨然说 ：“找找文
明办主任、 团市委书记 。 要他们参
与。 ”市人大包忠清副主任约我去其
办公室促膝谈心。 军分区胡小和副司
令员遇到我，居然敬了一个军礼。 中
石化长炼老总侯勇、巴陵公司老总朱
建民都坚决表示要参与江豚保护。

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科学界
的朋友们都向我伸出友谊的手。

我的行动开始提速。 去年12月25
日， 我正式向市科协主席何祚云、党
组书记吴罗生 ， 市民政局局长刘树
平，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艾日辉等
提交申请。

他们人可好啦！ 每天帮我现场办
公！ 12月31日，批复下了。 时间只有7
天！

江豚 ，请擦干泪 ，露出你美丽的
微笑，我们一起迎接春天！

本报2月10日讯 （邓明 李秉钧）
2月9日， 郴州市委组织人员深入县
市区， 调研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
推荐提名工作， 收集整理有关情况。
据了解 ， 该市采取自下而上方式 ，
确保推荐提名工作 “全知晓、 全覆
盖”， 受到上级有关部门肯定。

为做好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
推荐提名工作， 该市成立专门班子，
制订详细操作方案， 把全市划分为
18个推荐提名单位， 自下而上 ， 层
层动员， 逐级遴选。 为让广大党员
知晓、 参与推荐提名工作， 该市除
充分运用当地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外，
还依托党员手机短信群发平台， 发
送党的十八大代表推荐提名有关情
况 ， 让党员了解工作步骤和程序 。
对在外务工经商的流动党员， 各级

党组织除电话告知其相关要求外 ，
还及时通报推荐提名情况。

目前， 郴州市党员对党的十八
大代表推荐提名知晓率达100%， 参
与 推 荐 提 名 的 党 员 占 党 员 总 数
95.3%。 去年12月下旬， 资兴市兴宁
镇水栗村召开党代表推荐提名工作
会议时， 村里安排车辆把在郴州城
区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谢江平接回，
与村里20多名党员一起酝酿推荐提
名人选。 为确保提名人选的先进性
和代表性， 在酝酿、 提名、 遴选过
程中， 该市各级党组织严格按照规
定程序办事， 坚持集体讨论， 逐级
推荐上报， 最终于去年底召开的郴
州市委四届四次全会上， 讨论确定
了4名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推荐提
名人选。

本报2月10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湘潭市在韶山举行“湖南精神”
现场征集提炼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和韶山市民纷纷驻足，在纸上写
下了自己心中的“湖南精神”。

“看了这么多游客在现场写下
‘湖南精神’表述语，我很受鼓舞。 ”邓
敏是一位热心的80后志愿服务女孩，
也是韶山村新任大学生村官。今天早
上，她7点就赶至现场，帮着布置写字
台，分发宣传单，还热心为游客讲解。
她说：“虽然我刚到韶山不久，但我一
定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韶山的新
农村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展示‘湖南
精神’。 ”

“‘经世致用，自强不息’。这是我
对身边的湖南朋友的理解。 ”一位来
自重庆万州的游客邓彬告诉记者，昨
天他就从湖南日报得知了 “湖南精
神”征集提炼活动的消息，今天看到
湘潭市在韶山举行现场征集活动，他

挥笔写下早已酝酿好的几个大字，连
声称赞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 ”来自广州的游客王一帆认为，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精神。他
说， 从近代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
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许多湖
南人为之奋斗，这句话展示了湖南人
的精神特质。

自“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启
动以来， 韶山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创造条件，组织游客参与该项活
动，得到了热切关注。大家热烈讨论，
积极思考，纷纷提出自己对“湖南精
神”的领会和提炼。仅2月10日就收到
海内外游客及韶山当地群众回复
1826条。

据统计， 截至2月10日，“湖南精
神” 征集提炼活动已累计收到信函
9951件 、 网络回复 10205条 、 短信
10178条。

2月9日,花垣县花垣镇卧龙榜村村民在忙着对接水管。 该县从去年11月开始实施集中供水工程， 完工后 ,
将让村民们用上 “放心水”。 龙恩泽 摄

本报2月10日讯 （通讯员 石
林荣 记者 彭业忠 ） 今天上午 ，
记者从省地勘局405队了解到， 中
国地质调查局日前发布了2011年
全国地质调查十大突破 ， 花垣凤
凰铅锌矿国家整装勘查项目找矿

成果居全国首位。
据了解，花垣凤凰铅锌矿国家

整装勘查项目，是湖南省唯一进入
国家47个部级重点整装勘查区的。
该勘查项目发现的铅锌矿由4个矿
段组成，钻孔的见矿率在80%以上，

新发现的铅锌矿品位为1%-3%之
间，矿层厚度在2至15米，共发现铅
锌矿储量1000万吨，远景储量超过
2000万吨，一举将矿田提升为千万
吨级的世界资源基地，潜在价值达
数千亿元。

常德一客运企业
交通违法达200多台/次
高速交警部门
责令限期整改

本报2月10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陈颖）自今年春运以来，省交警总队高速支
队查获常德欣运集团交通违法行为达200
多台/次，多以超员和超速为主。今天，高速
交警部门组织约谈会， 要求欣运集团负责
人深刻反思并限期整改。

常德欣运集团是常德市最大的客运运
输企业，旗下有1000多台客运车辆。针对该集
团的高违法率， 高速交警部门要求欣运集团
签下安全责任状，并责令欣运集团限期整改。
近期， 高速交警部门将针对欣运集团等客运
企业开展专项督查行动， 督促这些企业开展
客运运输安全整治，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长沙查获一起
聚众赌博案

现场抓获涉赌人员
75名，扣押赌资30余万元

本报2月10日讯 （通讯员 龙西丹
记者 李茁） 2月9日凌晨2点， 长沙治安
支队侦查大队在该市芙蓉区建湘中路
110号4楼天籁歌厅查获一起 “扳砣子”
聚众赌博案 ， 现场共抓获涉赌人员75
名， 扣押赌资30余万元、 砍刀10把、 防
刺背心5件。

从1月29日开始 ， 李某 （长沙人）
纠集本地谭某、 施某、 石某等人， 从何
某手中租赁天籁歌厅中厅， 开设了一个
“扳砣子” 赌场。 每天零点过后就组织
人在这里进行 “扳砣子” 赌博。 2月9日
凌晨， 民警将该赌博场所捣毁。 目前，
谭某、 施某、 石某、 李某等17人已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 27人被处以行政处
罚， 其他人员经批评教育后回家。

衡阳5年内
建成大型城市

城区面积达247平方
公里，人口达200万

本报2月10日讯 （记者 朱章安）到
2016年，衡阳市将建成“双百”大型城市，
即城区面积达到247平方公里，人口达到
200万。 这是2月10日，衡阳市经济工作会
议上确定的未来5年内城市发展目标。

衡阳市现有城区面积120平方公里。
根据城市发展需要，经国务院批准，该市
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面积增加到271
平方公里。 为此， 该市加快城区扩容提
质 ，中心城区按照 “247平方公里 、200万
人”标准总规修编。 从今年开始，用5年时
间， 完成骨干路网建设和绿地生态系统
保护。 今年，完成衡州大道与南外环线提
质改造、107国道城市化改造、 蒸水南路
和3条高速公路连接线及15平方公里片
区改造，加快船山东路、蒸阳北路、蒸水
北堤等一批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同时，推
进“西南云大”（西渡、南岳、云集、大浦）
都市经济圈建设步伐，加快衡阳至云集、
西渡、 大浦快速干道和衡阳至南岳高速
公路建设，拉开城市骨架，形成“一核多
中心”特大型城市格局。

“感谢亲人解放军”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袁廷轩

“世上还是好人多。 当时如果没有那
位解放军救助，我就没命了。 我们衷心感
谢亲人解放军。 ”2月9日上午，从昏迷中
醒来的伤者李小妹第一件事就是交待家
人，一定要找到那位见义勇为的解放军。
家人告诉她，救她的是解放军535医院医
生傅春林。

2月6日晚8时左右，李小妹乘坐丈夫
曾垂众的摩托车，从怀化市区回家，在环
城北路四方田桥上被车撞上， 两人当场
受伤昏迷，肇事车逃逸。 几分钟后，从市
区返回医院的解放军535医院医生傅春
林路过这里，看见两人躺在地上、浑身是
血，马上拨打535医院急救电话 ，并为伤
者止血。 5分钟后，医院救护车赶到，傅春
林和急诊科医生一起， 把伤者送到医院
抢救。

经急救，李小妹伤情已稳定。 其丈夫
伤情较重，患脑挫裂伤、双肺挫伤、胸腔
积血、骨折等，但经抢救，病情也趋于平
稳，已醒过来，还需进一步观察和治疗。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表述语选登

湘潭市在韶山
现场征集“湖南精神”

郴州自下而上搞好党代表推荐
党员知晓率达100%，参与率达95.3%

编者按： 江豚， 长江、 洞
庭湖的活化石 ， 全人类的朋
友 。 2500万年来 ， 它们美丽
的微笑， 与万里长江、 八百里
洞庭的浪花一起飞扬。 遗憾的
是 ， 近 30年 来 ， 由 于 惨 绝
“鱼” 寰的恶劣行径屡屡发生，
它们已经快要灭绝。 今年1月
8日， 本报岳阳记者站牵头组
建了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希望担当起社会责任， 推动极
濒危物种江豚的保护工作。 为
此， 本报从今日起开辟 《拯救
江豚———亚平手记》 专栏。

我为江豚而歌泣

花垣凤凰找矿成果居全国首位
●勘查发现铅锌矿储量1000万吨 ●潜在价值达数千亿元

本报2月10日讯 （通讯员 李
顺礼 李青松 陆丹 ） 2月8日 ， 沅
陵县正式启动 “推进 ‘六 千 工
程 ’、 创新 ‘十项机制 ’ ” 建设 。
这是该县创新机制体制 、 全力打
造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先导区的一
大新举措。

去年 ， 沅陵被纳入全省服务
体系改革试点县和武陵山片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 县委、
县政府抓住机遇， 经过深入调研，
结合发展实际 ， 制定出台了 “六
千工程 ”， 创新 “十项机制 ”， 着
力打造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先导区。
“六千工程” 即： 推进千名村干部
学历教育工程 、 推进千名党员示

范带动工程 、 推进千名机关干部
下基层 “四服务 ” 工程 、 推进千
个产业大户信息平台建设工程 、
推进千名合作社员开发产业工程、
推进千人小区平安和谐创建工程；
创新 “十项机制 ” 即 ： 创新农村
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机
制 、 创新农村墓葬改革机制 、 创
新村庄环境整治机制 、 创新乡村
两级信访维稳机制 、 创新乡镇文
明创建机制 、 创新农村道路养护
和安全运输管理机制 、 创新外出
务工党员创先争优机制 、 创新文
化大户培育激励机制 、 创新干部
作风 “六项治理 ” 机制 、 创新农
村水利设施建管机制。

据县委书记黄泽春介绍 ，“六
千工程”、“十项机制” 中有许多创
新之举。 如推进千名村干部学历教
育工程，该县将积极整合农村教育
培训资源， 力争3年内筹资1000万
元完成1000名村干部大专以上学
历教育和实用技能培训。 在推进千
个产业大户信息平台建设工程中，
将已建立的农村一体化服务平台
延伸到茶叶、水产、油茶、工业原料
林等特色产业开发大户， 力争3年
内覆盖1000个产业开发大户。 为确
保“推进‘六千工程’、创新‘十项机
制’”建设落到实处，该县任务分项
落实，并强化目标考核 ，严格兑现
奖惩。

推进“六千工程” 创新“十项机制”

沅陵打造武陵山经济协作先导区

!!!!———亚平手记
拯救江豚

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
洞 庭 湖 国 际 公 馆 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