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2月19日讯 （通讯员 廖
雯玲 记者 李伟锋） 今天， 湖南
永清环保集团对外发布： 该集团
旗下的湖南永清环境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日前在美国华盛顿分别
与3家美国环保领域的顶尖机构
签署了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将
在水处理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进
行深度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给人类带来的挑战。 这是中美双
方为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方面的
交流合作而推出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 与湖南永清环保集
团签约的3家美国环保机构， 都是
环保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服务供

应商， 擅长采用可持续发展方式
解决环境问题。

第一份备忘录是和密尔沃基
水协会签署的。 该协会在水处理
研究、 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 永清研究院和密
尔沃基水协会的合作， 重在水开
发研究和水利用技术。 第二份备
忘录是和美国H&S公司签署的 。
该公司致力于两个重要领域 : 为
用户提供安全饮用水和控制水
污染来保护环境。 双方将在水务
公司管理、 水资源管理和水的相
关技术方面展开合作。 签署第三
份备忘录的合作公司是Ze-gen。

该公司是一家再生能源公司， 拥
有清洁和高效气化技术专利。 永
清环保研究院将把 Ze-Gen的技
术开发应用到中国的固废处理
领域。

出席这次合作签字仪式的湖
南永清环保集团董事长刘正军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我们这次引
进和开展合作的这些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 在中国将有巨大的市
场潜力。 通过使用这些技术， 可
以帮助中国变得更绿， 进一步加
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并使永清
成为中国环保市场国际先进技术
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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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3月5日不是法定节假日， 但是每
年的这一天， 人们总是自发地学习一
个人， 缅怀他———听他的故事， 读他
的日记， 唱他的歌曲。

50年来， 他从来不曾远去， 他的
名字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 在
他的故乡， 千百年来， 人才辈出， 灿
若星河， 这其中有一个伟大而平凡的
青年， 被故乡人民引为自豪。

这个人， 就是影响了新中国几代
人心灵的雷锋。

湖南长沙 ， 诞生和养育了雷锋 。
雷锋和以他命名的精神 ， 用最质朴 、
最直接和最简单的方式， 滋养和回报
着故乡的人们， 成为精神的灯塔。

“向雷锋同志学习 ！” 此刻 ， 一
语胜万言。

这座城市孕育了一个人
那是一座永恒的丰碑

早春2月， 细雨纷飞， 乍暖还寒。
长沙市望城区团山湖村， 垂柳正

欲吐出嫩芽， 成群黑山羊在河滩上漫
步。 村卫生站的医生李开宇骑着摩托
车为村民看病归来， 他指着不远处的
肥沃田野说， 这就是当年雷锋开拖拉
机、 修河堤的农场。

54年前的那个秋天， 长沙望城籍
青年雷锋， 跳下心爱的拖拉机， 响应
支援鞍钢的号召。 从这里出发， 北上
辽宁， 做了一名推土机手 。 工作2年
后， 又穿上军装， 成为共和国的一名
战士。

从军后， 雷锋迅速以 “把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
的激情与举动， 成为亿万人民心中的
道德标杆和精神偶像。 以他名字命名
的雷锋精神， 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
增添了璀璨光芒。

雷锋在长沙的故居， 依然保存着
泥墙草舍的风貌， 但周边早已不再是田园景致。 一个大型的西式
别墅、 洋房小区， 环绕故居。 只有一条绿荫如盖的小路， 连接故
居与湖南雷锋纪念馆。

1940年出生的雷锋， 在这里度过了坎坷的童年。 年逾八旬的
雷孟宣老人， 是雷锋的乡邻和幼时玩伴。 他说： “母亲遭恶霸凌
辱被迫悬梁自尽后， 年仅7岁的雷锋就成了一个孤儿， 吃了上顿没
下顿。 乡亲们都很愿意帮助他， 但雷锋常常触景生情， 看到别人
的孩子有母亲做饭， 自己却孤苦伶仃， 后来宁可饿着， 也不肯到
外面去吃饭。” 在雷孟宣的回忆中， 雷锋为了帮助六叔奶奶家， 常
上山砍柴。 可是山林属于富人， 穷人无权砍柴。

新中国成立后， 新生政权给他无尽的关爱， 雷锋得以走进了
明亮的小学课堂。

在龙迥塘小学的第一堂课， 当年和雷锋朝夕相处的师生们还
清楚地记得 ， 雷锋向语文老师请教 ， 一笔一画在作业本上写下
“毛主席万岁”。 这个年仅10岁的儿童， 从心底里感谢毛泽东主席
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

1956年夏， 雷锋小学毕业。 湖南雷锋纪念馆至今仍珍藏着雷
锋在当年7月15日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系着红领巾、 穿着白衬衣的雷锋说： “我小学毕业了， 将来，
我要响应党的号召当一名新式农民， 驾驶拖拉机耕耘祖国大地；
将来， 如果祖国需要， 我就去做个好工人建设祖国； 将来， 如果
祖国需要， 我就去参军做个好战士， 拿起枪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祖
国， 做人类英雄。 同学们， 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竞赛吧！”

1958年春天，长沙决定在望城沩水河畔围垦起来的团山湖开办
一个农场，让荒芜的湖沼地，变成鱼米之乡。雷锋拿出省吃俭用节约
下来的20元钱，捐给农场购买拖拉机，共青团望城县委为此发给他
一张“热情捐献人民币二十元整”证书以资表彰。时任望城县的领导
当即决定， 让雷锋去学开拖拉机。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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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谢古 张毅

新春时节 ， 记者走进资兴市罗围
食品工业园， 只见各农产品加工企业
正开足马力 ， 加工东江鱼 、 东江果 、
东江茶等绿色生态农产品 ， 以改变春
节期间因工人放假而出现的供货紧张
局面。

资兴市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 近
年来， 他们立足资源 ， 大力发展生态
农业，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据统计， 去年， 该市生态农业总产值
已达22.12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75%。

绿色蓝图绘新景

位于湘、 粤、 赣3省交会处的资兴

市， 拥有水面面积达24万亩的东江湖，
还有300万亩山林。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71%， 是我省林业十强县 （市） 之一。

生态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 如何把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 不断提高
农民收入 ？ 近年来 ， 该市实施 “生态
立市 ” 战略 ， 大力发展生态 、 高效现
代农业 。 结合地域特色 ， 该市确定以
东江鱼 、 东江果 、 东江茶 、 油茶等为
生态农业主要产业。 并进行科学布局，
将全市划分为4大生态农业示范区， 即
以汤溪镇和州门司镇为代表 ， 以狗脑
贡茶、 东江梨为主导产业的东乡片区
生态农业示范区 ； 以清江乡为代表 、
以早熟蜜橘为主导产业的库区生态农
业示范区； 以蓼江镇为代表， 以水稻、
油菜为主导产业的粮油主产区 ； 以香

花乡 、 高码乡为代表 ， 以蔬菜和小水
果为主导产业的蔬菜主产区。

谋篇布局 、 绘出蓝图后 ， 资兴市
财政每年安排农业产业引导资金2000
多万元 ， 用于产业基地开发 、 农业科
技创新 、 农村专业合作社建设等 ， 调
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发现代生态农业的
积极性 。 一时间 ， 向现代生态农业进
军的 “绿色浪潮” 在东江湖畔涌动。

汤溪镇和州门司镇以产狗脑贡茶
和东江梨闻名 ， 又相毗邻 ， 经整合规
划 、 开发 ， 现已种植茶 、 果5.5万亩 ，
年产值达2.43亿元 。 东江梨个大 、 汁
多 、 味甜 ， 受到消费者喜爱 。 经大力
推广 ， 州门司及何家山 、 青腰等乡镇
村民纷纷种植 ， 其种植规模已从原来
的120多亩发展到1.2万亩。

目前， 资兴市4大农业示范区发展
迅速 ， 初步建成了24万亩油茶基地 、
10万亩东江湖水果基地等 ， 并发展标
准生态养殖小区34个。

绿色品牌俏市场

把生态农业的 “量” 做大的同时，
资兴不忘 “品质” 和 “品牌”。 他们先
后启动实施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建设项目市 、 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建设
示范市、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创建市等一系列重大项目 ， 并
与湖南农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 ，
推广应用120多项质量标准和生产技
术， 构建起比较完善的生态农业标准
化体系。 （下转3版）

东江湖畔绿无垠

本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童思野 罗中华 喻惠

“今年，对我们种田的来说，又有好
事。”2月19日，在桃江县，与全省有名的
种粮大户文湘桃一见面，他就这样对记
者说。文湘桃所说的好事，是指2月初国
家公布了今年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
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分别比去年提高
18元、18元和12元，这是从2008年来，连
续5年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

2007年，30岁的文湘桃返回家乡租
地种水稻 。2008年国家提高稻谷收购
价，他正好赶上了。从当初500亩发展到
今年种粮1.3万亩，他说，这得感谢党和

国家的好政策。2009年， 他被评为全国
粮食生产大户标兵，去年又被评为全国
种粮售粮大户，先后获得国家奖励的大
型拖拉机2台，总价值30万元。

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时 ， 文湘桃也
有担忧。 他说： “现在虽然粮食收购
价每年在提高， 但土地租金与人工成
本及农药 、 化肥等农资也在涨 。 2007
年， 每亩地租金只要50元 ， 现在没有
300元以上不行了。” 文湘桃告诉记者，
以前他一天60元钱可以请到人种田 ，
现在一天150元还请不到 。 一般种100
亩田要20个劳力， 现在许多村子的青
壮年劳力大部分外出打工了 ， 没出去
的宁愿闲着也不愿种田 ， 他现在请的
男劳力都是50岁以上的 ， 三四十岁的

女的倒是有 ， 但只能搞搞抛秧等轻体
力活。 特别到了双抢季节 ， 请不到人
真是急死人。

文湘桃牵头组建了湘桃农业种植
专业生产合作社， 现已有100多户小规
模种植户加入。在习惯种植一季稻的桃
江县， 他带动了5万多亩双季稻栽培。5
年多来，他感到现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还不够完善，影响粮食规模生产 。他租
赁的1万多亩稻田，遍布县里多个乡镇。
由于桃江地处湘北丘陵区，农户承包的
地块零星分散，只要几户农民的田要留
着自己种，在相对集中连片的土地上出
现“插花”现象，就会导致种粮大户在放
水、施药等田间管理及收割方面大大增
加成本。同时，他还担心一些出租了土

地的农户会随时收回其地，所以他也不
敢投入太多来改善地力及周边基础设
施。

“那你这几年种田赚到钱了吗？”面
对记者提问， 文湘桃的回答出乎意料：
“每亩田一季要投入800至900元， 赚不
了多少钱。当初如果我不搞水稻而种蔬
菜的话，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见记
者有点诧异，文湘桃解释说 ，水稻种植
投入大、利润低，如果不是政府支持，根
本没人搞。自己能挺到今天 ，除了当地
政府支持外，还有运气好 ，这几年没发
生大的自然灾害。 他说自己1万多亩田
就是一个“露天工厂”，生怕有一天会因
自己不能控制的原因，而将这几年的辛
劳所得付之东流。

� � �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尹婷）今
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不
过，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没有雨水来“捣乱”，而是
暖阳高照。

据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除湘西北部分地
区有弱降水外，全省其他地区维持晴好天气，大部
分地区最高气温回升到10摄氏度以上。21日，全省
降雨范围稍有扩大。22日到23日，受新一轮冷空气
影响，全省又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每年的2月19日前后，太阳黄经达330度时，气
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故此时节气取名为
“雨水”。“雨水”前，天气比较寒冷；“雨水”后，人们
则能明显感到春回大地，暖意开始“弥漫”。

气象专家提醒，今年“雨水”日虽然天气不错，
但“雨水”节气里天气常变化不定，冷空气活动仍
十分频繁；在这种忽冷忽热、乍暖还寒时节，公众
还是要多注意防寒保暖。此外，“雨水”时节地湿之
气渐升，早晨有露、霜出现，饮食调养应侧重于调
养脾胃和祛风除湿，可适当进补蜂蜜、大枣、银耳、
鲫鱼、胡萝卜、山药、小米等有健脾作用的食物。

� � � �湖南永清环保与美国顶尖环保机构在华盛顿
签署3项环保合作备忘录

暖阳高照迎“雨水”

一位种粮大户的喜与忧新新 走走基基层层春春春

� � � �右下图： 2月19日， 暖阳下， 众多市民来到长沙市望城区靖港古镇游玩。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 � � �上图： 2月19日， 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区， 许多游客登山游览。 当天是双休日， 长沙迎来久违的阳光， 市民纷
纷外出休闲游玩， 享受大好春光。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右上图： 2月19日， 在长沙市月湖公园， 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中， 人们尽情玩耍。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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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所有审批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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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通报：

湖南耒阳煤矿运输事故
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刘翔新年首秀完胜罗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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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足球的根
———“聚焦湘涛”系列报道之二

4版

� � � � 2月19日， 几位游客在阳明山原始次生林中欣赏雾凇
美景。 连日低温天气， 使海拔1600多米的阳明山银装素
裹， 景色迷人。 本报记者 张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