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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 4℃～7℃
湘潭市 多云转阴 5℃～9℃

张家界 多云 3℃～12℃
吉首市 多云转阴 6℃～11℃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4℃～9℃

常德市 阴转小雨 3℃～7℃
益阳市 多云转小雨 4℃～9℃

怀化市 阵雨转小雨 3℃～7℃
娄底市 阴 4℃～8℃

衡阳市 小雨转阴 5℃～8℃
郴州市 小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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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株洲市 小雨转阴 4℃～8℃
永州市 阵雨 5℃～6℃

7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
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２ 级 5℃～8℃

“爱心家园”爱洒银城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雷越

毅 石科圣 黄萍 莫李丽）“接到钟晴爸爸的电
话，孩子状况好多了，祝孩子早日康复。 ”2月27
日零时8分，红网益阳论坛“爱心家园”负责人
“爱在心中”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原来，益阳资
阳区长春镇和平村6岁女孩钟晴前不久不慎深
度烧伤，“爱心家园” 迅速发起献爱心活动，并
通过微博及时向关注钟晴的人们介绍治疗进
展，传递爱的信息。目前，已为钟晴募款10万余
元。 钟晴已转往湘雅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红网益阳论坛“爱心家园”成立于2005年
9月， 已聚集民间自发参加的义工2000多人。
这些义工以网络为平台， 为需要帮助的人送
去爱与温暖，先后开展了“劳教所爱心帮教”、
“安化助学行”等活动，并把儿童福利院和社
会福利院作为他们的“爱心基地”。 今年1至2
月， “爱心家园”就组织了16次爱心活动。

本报 2月27日讯 （通讯员
黄春平 记者 周怀立 ） 近日 ，
总投资4000万元的株洲鸿达实
业有限公司有色材料项目 ， 在
炎陵县中小企业创业园破土动
工 。 这标志着炎陵县 “四个一
批”（开发储备一批项目、引进争

取一批项目 、 开工建设一批项
目 、 竣工投产一批项目 ） “项
目攻坚年 ” 活动进入实质推进
阶段。

炎陵县是偏远山区小县 ，
但也是去年全国十大县域旅游
之星 、 国家林业经济示范县 、

全省城乡环境卫生十佳县 ， 有
着很高的区域美誉度 ， 成为该
县招商引资重要前提 。 今年围
绕 “项目攻坚年”， 炎陵力争开
发储备项目80个 、 引进争取项
目80个、 新开工建设项目80个、
竣工投产项目58个 ， 全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60亿元 ， 比上年
增长40%以上； 招商引资到位资
金 17亿元 ， 比上年增长 40%以
上 ； 争取项目资金比上年增长
20%以上； 项目融资5亿元以上。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周晓鹏 谢华

周平安

入春以来， 溆浦县春和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喜讯不断：韩、日等国订
单接踵而至，公司产品供不应求；公
司设在让家溪 、沿溪 、大渭溪 、岗东
等边远乡村的黑木耳基地喜获丰
收。

成立仅3年，春和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已在溆浦15个乡镇30多个自然
村发展黑木耳种植户1000余户 ，年
创产值 5000万元 ， 带动农民增收
1700万元， 成为怀化市成长最快的
农业产业龙头企业，被称之为“春和
现象 ”。 公司董事长肖喜林告诉记
者，创造这个“传奇”的，是公司建立
的“懒人农业”发展模式。

科技解难题
2009年初， 湖南天几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喜林回乡投资 ，
了解溆浦出台的一系列发展现代农
业的优惠政策后，和屠克强、田三红
等人一起， 注册成立了春和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 主要发展黑木耳种植
经营。

当时， 国内黑木耳主产地集中
在东北及北方其他地区， 南方只有
云南、福建等地有小规模栽培。 为了
让黑木耳在溆浦山区安 家 落 户 ，
2009年3月，春和公司组织技术人员
从外地引进菌种， 并在溆浦县卢峰

镇等地进行试种。 成功后，2010年准
备 “大展拳脚 ”，可由于技术不够成
熟，菌包发生污染，导致黑木耳大面
积坏死 ，公司损失400多万元 ，几近
破产。

正当公司一筹莫展时， 溆浦县
委、县政府通过努力，联系上了全国
食用菌协会的专家， 并了解到山西
广灵县政府顾问柳盘山是国内黑木
耳种植权威。 春和公司管理层把柳
盘山请到溆浦任技术总监。

柳盘山对溆浦的地理环境进行
了一番深入调研， 他发现导致黑木
耳菌包坏死的主要原因是山区湿气
重，容易产生其他病菌，使菌种繁殖
乏力。 为突破黑木耳菌种在南方山
区繁殖关键技术， 柳盘山带领春和
公司技术团队，多次试验、试种。2010
年11月 ，终于研究出 “雪之峰 ”黑木
耳新品种。 其菌种由固态变为液态，
大大提高了抗杂能力， 可在短期内
大量繁殖同种源菌 ，使 “黑色花朵 ”
在溆浦山区遍地开放变成了现实。

公司担风险
由于有过失败经历， 春和公司

进行大面积推广时， 很多种植户虽
然看中黑木耳种植前景， 但担心有
风险。 为打消他们的顾虑，公司决定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由公司提供关键技术，与各合作
社集中制包、消毒、接种、养菌，最后
将长满菌丝的菌包分发给农户种
植。 农户只需做好田间培管，无需承

担种植技术风险。 公司还与种植户
签订技术风险责任合同， 如因菌包
质量影响农户收成， 将按每亩5000
元标准给予赔偿。

为改变分散种植难以管理的状
况，春和公司在发展种植基地时，选
取当地有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人作
为带头人， 并把他们发展为公司中
层骨干， 帮助他们成立黑木耳种植
合作社，实现规模种植。 龙潭镇金塘
村村民唐大稳，在公司支持下，成立
了龙潭镇春秋黑木耳种植合作社 ，
2010年种植黑木耳5.8亩，赚了8万多
元。 现在，其合作社会员已发展至邻
近的金牛 、金燕等5村70多户 ，种植
面积达160多亩。

虽然黑木耳种植“风险小，赚钱
快”，但前期仍需每亩投入近2万元。
一些边远山区百姓，由于缺乏资金，
对种黑木耳“敬而远之”。 为此，春和
公司与县农业银行联手， 以公司资
产作抵押，用产业带动、共同发放管
理 “三农 ”贷款模式 ，为困难的种植
户每户发放3万元小额贷款。 同时，
与种植户签订最低保护价收购合
同。 没有了资金压力，解决了销售之
忧，农民种植黑木耳的积极性高涨。
龙潭镇太和村50多岁的残疾人张学
美也种了1亩黑木耳，去年收入过万
元。

农民管收成
“菌包摆好后，我们就只等着收

木耳了。 ”黑木耳种植大户张求铁介

绍，春和公司发展的种植户都是“懒
人 ”，种黑木耳除了需要整地 、摆放
菌包外，其他时间大家都歇在家中，
只等着采收。

为保障种植户收益， 春和公司
还制定了一系列种植和培管制度 ，
并为每个种植基地培训了一名管理
人员， 由公司技术团队负责业务指
导。 同时， 为基地配套专门的浇灌
系统。 菌包下田后， 种植户只需按
照天气情况， 及时打开种植基地的
电排， 对菌包进行喷水浇灌， 无需
除草施肥。 在龙潭镇太和黑木耳种
植基地， 67户种植户还把菌包浇水
工作以每亩200元的价格承包给了
村民张学修， 自己当 “甩手掌柜”。
张学修说， 勤快点的种植户平时也
只到基地了解黑木耳生长情况， 采
收时合作社会统一 “发号施令 ” ，
省时省事省心。

“不与粮争地 ，不与地争肥 ，不
与农争时。 ”肖喜林告诉记者，“懒人
农业” 发展模式受到黑木耳种植户
青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即黑木耳
种植与水稻种植相结合， 让水稻收
割后的 “空当 ”变成农民致富的 “黄
金期”。

肖喜林信心满满地介绍，“懒人
农业”发展模式的成功，让黑木耳在
南方山区实现规模种植有了可能 。
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到2014年，在溆
浦及周边地区建立60个菌包生产分
厂 ，扩大种植面积3万亩 ，实现年产
值30亿元，带动农民年增收8亿元。

2月24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横江桥乡举行红薯种植培训班， 请湖南农业大学聂明健教授传授
技术， 吸引了数百名种植户前来学习。 该乡经常开展农业种植和养殖方面的培训， 指导村民种植烤
烟和红薯等经济作物增收。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龙本亮 摄影报道

本报2月27日讯（邓明 白培
生 李秉钧 欧阳朝夕 李琳）2月
26日，桂阳县宝岭公园项目工地
上 ，10多台挖掘机整地挖渠 ，80
多名工人埋头种树。 项目负责人
介绍，这个公园以前盛产铜、铅、
锌等矿 ，经上千年开采 ，堆满了
矿渣废石。 今年，县里把它列为
十大商贸物流与旅游休闲项目
之一 ，投入5500万元 ，对其进行

绿化改造，兴建亭阁、茶舍等，给
市民增加一个休闲好去处。

今年，为“加快追领步伐，建
设幸福桂阳”，桂阳县结合自身产
业优势和招商引资等情况， 确定
了6个“十大项目”，即十大工业项
目、十大农业产业化项目、十大商
贸物流与旅游休闲项目、 十大城
市项目、十大交通道路建设项目、
十大招商引资重点跟踪服务项

目，总投资达391.79亿元。 为加快
项目建设， 县里成立了专门的领
导小组，强化调度，掌握并及时解
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同时，对每个项目明确开工期
限和施工进度，形成倒逼机制。县
里还采取措施， 优化项目建设环
境， 要求各项目手续办理时限压
缩在规定时限50%以内。

目前 ，桂阳6个 “十大项目 ”
已开工32个项目，完成投资10亿
余元。 其余项目也将在6月底前
开工。

衡阳区域火车站
春运旅客数量首次全面下降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匡玉）近日，记者
从衡阳市有关部门获悉 ，2012年春运期间 ，
衡阳区域4大火车站春运旅客数量首次全面
下降。其中，衡阳火车站运送旅客94.41万人，
同比下降0.23％； 耒阳火车站运送旅客13.97
万人，同比下降2．5％；衡山火车站运送旅客
1.04万人，同比下降13.3％；祁东火车站运送
旅客1.19万人，同比下降22.7％。

“懒人农业”喜逢春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
讯员 陶芳芳 邓利良）近日，一位博士
在星辰在线《你说话吧》论坛里发表了
一篇题为 《博士如何学习贯彻雷锋精
神》的帖子，提出“博士学雷锋，应该怎
么学？ ”的问题，一时引起热议。 今天，
宁乡举办 “博士新课堂-你说话吧·雷
锋精神博士谈”专题座谈会，14名通过
“5127”工程引进的博士代表，围绕“博
士在工作生活中如何践行雷锋精神”，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博士群体应如何发挥优势， 以新
时代雷锋形象奉献社会？ 现就职于宁
乡县政法委的黄俊峰博士说：“弘扬雷
锋精神的基本点和出发点， 应该是与
本职工作相结合， 从自己分内的事做
起。 我该做的，便是扎根宁乡，奉献宁
乡。 ” 14位博士畅所欲言，带动了与会
的网友代表和居民代表积极参与讨
论。 “博士学雷锋，只有做得更好，才能
不辜负社会对他的培养。 ”一位居民代
表的观点，使得与会者交口称赞。

博士新课堂论学雷锋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许惠芝 陶芳芳）找不到工作了、街坊邻里有
纠纷了、生活上有难事了……只需一声求助，
一支全方位多功能的群众服务队便立即出现
在您眼前。 记者从今天在长沙市雨花区召开
的井湾子街道 “360”群众服务队成立仪式上
获悉，这支多功能为民服务队伍，今后将活跃
在街道的各个角落，为市民送去贴心服务。

目前，“360” 群众服务队已成立了“360”
爱心助残车队、“360”贴心医疗服务队、“360”
安全文明护卫队、“360”小区交通疏堵队等30
支服务队伍，队员多达1078人。 主要提供政
策咨询、法律援助、纠纷调解、文化教育 、环
境卫生、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居民养老 、医
疗等便民利民服务项目 ， 为群众解决最盼
望、最难、最急问题，营造和谐 、舒适的社区
生活环境。

雨花区成立“360”群众服务队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
讯员 龙红年 龙福涛）娄底市娄星区坚
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财政收支压力增大
的情况下，优化支出结构，将更多财力
向民生倾斜。 2011年，娄星区财政民生
投入65562万元，占财政支出62.62%，地
方新增财力80%以上用于民生。

娄星区牢牢抓住民生工程这一社
会建设重要抓手，积极主动筹措资金，精

心实施25项为民办实事工程， 办成了一
批群众欢迎、社会满意的实事难事。深入
推进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 投入2300
多万元，使4.3万多名学生享受了免学费
等优惠政策。 启动九年义务教育其他债
务化解工作， 争取上级专项资金609万
元，本级配套383万元。 娄星区还开创性
地实施就业技能提升工程，筹集再就业
资金2781万元，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下
岗职工、困难群体就业创业。

娄星区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6成多

炎陵开展“四个一批”项目攻坚
力争今年完成投资60亿元

6个“十大项目”打造幸福桂阳

———从溆浦“春和现象”
看农业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它们，嘴巴常带微笑 ，游弋于长
江万年。它们，出没江面，乐为人们预
报天气。它们，不愿孤独，喜欢与我们
为伴。现在，它们仅存千余 ，且每年减
少近百。 听见它们发出无助的呼唤了
吗？ 看见它们眼角涌出绝望的泪水了
吗？”这是长江日报摄影记者高宝燕对
濒危江豚的心灵独白。

2月25日，在湖北武汉国际广场二楼
“留住江豚的微笑”摄影展上，我有幸认
识了高宝燕———一位美丽的女摄影家。

在宝燕的镜头里， 每一头江豚，都
有感情和情绪，会笑，会哭，会生气，也会
调皮捣蛋。此次影展共展出她80多幅精
品，分“痛别江豚”、 “温馨生活”、“野外
救助”3部分。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组特别
的镜头，宝燕用慈母之心记录了江豚妈
妈晶晶和滢滢在人工环境下产子的过
程。看到江豚妈妈分娩时挣扎的痛苦、教
豚宝宝游泳换气时的温柔，影展现场的
妈妈们也不自觉地将孩子抱紧了。

您为什么专门拍江豚？拍了多久？
我问。宝燕回忆道：“10多年前，我开始
关注武汉白鳍豚馆的白鳍豚。以前，我
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拍它， 就没有刻
意去留下它的身影 。2002年7月14日 ，
白鳍豚馆最后一头白鳍豚‘淇淇’去世
了，我既悲痛又自责。从此 ，我隔三差
五就往白鳍豚馆跑。 每次中科院水生
所有观察或给江豚体检的活动， 我都
会参加，有时候一去就是一周。”

您总共拍了多少片子？“超过10万
张吧。”

苦不？我傻傻地问。“野外拍摄，免
不了风吹日晒雨淋。特别是夏天，水汽
蒸、太阳烤，皮肤第一天是红色 ，第二
天变黑，第三天就脱皮。但这都不算什
么。”宝燕嫣然一笑 。中科院水生所副
研究员王克雄说：“拍摄是很苦的 ，有
时还有危险。2008年11月的一天，高记
者和我所王丁书记前往天鹅洲保护
区，在途中被村民误打过。”

说起江豚，宝燕很陶醉：“刚开始拍
白鳍豚馆里的江豚，看来都长得一模一
样。相处久了，我能从外表和性格上分
辨出它是谁。” 她指着作品介绍：“这是
阿福，这是阿宝，这是雌豚滢滢……”

“江豚很智慧。”宝燕说，“有一次，
我们在天鹅洲围捕江豚， 给它们体检。
前3网下去，捕上的都是雄的；第四网下
去，捕上一头雌豚，发现它已经怀孕了。
参与围捕的渔民们讲， 江豚知道要围
捕，平时爱扎堆的它们都会四处散开，3
次都能捕到雄豚是因为它们为了保护
怀孕的雌豚，故意吸引我们的视线。”

您的作品我都喜欢， 但我最喜欢
江豚流泪的那幅：《哭泣的江豚》。请问
江豚真的会流泪吗？ 我问宝燕。“按科
学上解释，眼泪也许是粘液。但江豚面
临生存危机， 它有理由哭！” 宝燕说，
“江豚是长江的原住民。现在锐减到了
1000头。 如今正是保护江豚的关键时
期。我就想通过镜头，呼唤人们承担起
保护江豚的责任。”

“我的镜头时常会在两种状态下
交替。 一边是人工环境下快乐生长的
江豚； 一边是经常因受伤严重而搁浅
甚至死亡的野生江豚， 每一次我的心
都像针扎一样地痛 。”说到此 ，宝燕很
气愤，“我好像看到人类在伤害自己 ，
伤害同类，却像个旁观者，那么麻木。”

此刻，我深有同感。我向她发出了
赴岳阳拍江豚的邀请。

宝燕愉快地接受了洞庭之约。
但愿这个约会是意外的美丽 ，而

不是哀愁。

定格：江豚的美丽与哀愁

!!!———亚平手记
拯救江豚

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
岳阳楼君山岛景区管委会
洞 庭 湖 国 际 公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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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
讯员 何铁军 ）今天 ，记者在长沙市审
计工作会上获悉， 该市去年完成审计
项目2609个， 查出违规问题金额162.6
亿元， 其中，886个政府投资项目就审
减资金27亿多元， 相当全市27万低保
人员5年的低保支出。

审计，为政府“经济卫士”。 近年，长

沙市推出地铁、过江隧道、湘江枢纽等
62个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资金高达千亿
元。 为规范项目建设管理，节约建设资
金，对项目实行初审、复审、定审三审结
制。 在一个重点工程项目结算审计中，
建设方报审金额11.5亿元，结果审定金
额为6.4亿元， 仅此项目就审减建设资
金5.1亿元。

长沙“经济卫士”

一年审减政府投资27亿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