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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李伟锋）
记者从近日在长沙举行的全国中小型
风能设备行业2012年会获悉,目前全国
中小型风电设备产能严重过剩， 由此
引发的不良竞争给制造企业乃至整个
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渐显现。 本次
年会上，与会企业发表行业自律倡议，
号召抱团发展，合作共赢，共同促进中
小型风能设备制造业健康发展。

由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
会举办的这次年会，吸引了全国100多
家中小型风能设备生产企业参加。 大
会发布的2012年度中小型风能行业发
展形势报告称， 现有中小型风能设备
产能已严重过剩， 受大型风电装备制
造业企业也涉足小型设备制造、 中小
企型设备生产企业创新能力有限等因

素影响，市场竞争已相当激烈。
与会企业和业内专家认为， 中小

型风能设备在边远地区电力供应、移
动通讯基站、森林防火监控、分布式微
电网、城市景观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前景。 但要真正被用户接受，并广泛采
用， 关键要靠技术创新提高其运行质
量和效率，降低成本。 湖南中科恒源制
造的磁悬浮风光互补路灯， 较好地解
决了风能、太阳能综合利用难题，其职
能控制、 远程监控管理等技术具有行
业领先优势，受到业内好评。

与会专家呼吁，各设备生产企业
更应该抱团发展， 突破关键共性技
术，提升设备整体性能；相互协作配
合，形成健康、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合作模式和良性市场竞争氛围。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龙洋 李洁） 记者最近从省
文明办获悉，12月4日， 中央文明办
公布了2012年全国优秀志愿者和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名单， 长沙市廖家
湾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被评为全
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这是我省第
一个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另有
王永林、陈瑛、李丽、蒋科等4人入选
全国优秀志愿者。至此，我省全国优
秀志愿者达12人。

廖家湾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成立于2009年11月，注册志愿者
由最初的 500余人发展到现在的

3600多人。社区志愿者工作站开展
的“情满客厅”系列主题活动吸引
了2万余人次群众参与， 承接社会
各界爱心捐赠50多万元 ， 帮扶了
2400多名社区困难群众，涌现出了
“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 ”、“鲁爷
爷会客室”、“七彩书屋” 等一批品
牌项目。社区志愿者孟繁英被评为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鲁遐龄被评
为全国“奉献之星 ”优秀社区志愿
者。

目前， 在湖南省志愿服务网络
管理信息平台注册志愿者达140万
人，注册志愿服务组织4000余个。

本报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杨亲福 奉立群

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因其近乎
与世隔绝的环境，曾被人考证为古桃
花源遗址。 奉孝同，一位年逾八旬的
老农， 在这世外桃源耕作５４年，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１２日，保守了毛主席警卫身份
秘密５４年的奉孝同 ， 第一次走出大
山，来到县城。

“我没有为人民作贡
献，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了”

12月13日上午，在新化县一家医
院病房，记者见到了奉孝同。

上午９时， 阴沉的天空透出冬日
的寒意，老人已经起床多时。 奉孝同
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西服，一双
昨天刚穿的黑色皮鞋显得格外锃亮。
鞋是好心人送的，西服只有照相时才
穿。 老人简朴的装束下，一副布满皱
纹的方脸，更衬托出老军人的英气。

“我没有为人民作贡献 ，给党和
政府添麻烦了。 ”没等说完来意，奉孝
同已从病床站起，用他那长满老茧的
手握住记者的手。

随行人员为老人准备了一杯稀
饭一个煮鸡蛋做早餐 。 老人自己插
好吸管喝起稀饭 ， 记者为老人剥开
了鸡蛋壳。 “很好吃，谢谢你们这些好
心人。 ”老人连声道谢。 这份早餐对
于常年在农村的奉孝同来说 ， 已是
奢侈。

“今年旱得厉害，家里３块田收了
７００斤水稻。 ”奉孝同对于水田的收成

记得清清楚楚，这都是他亲自下田播
种、插秧、收割来的。 “有几块林地，具
体有几亩就不清楚了。 ”

62年前，23岁的奉孝同， 激荡着
热血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3年 ，
高大英俊、素质过硬 、表现优异的奉
孝同被选中到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
一中队，成为毛主席的警卫。

警卫团的几年，是他一生最难忘
的岁月。 他先后被授予执勤能手、技
术能手、 一级射击能手等荣誉称号。
除了练军事技能，主席还给他们加派
了读书的特殊任务。 只读过三年初小
的奉孝同，坚持认字学习 ，最后能写
信读报看文件了。

1958年2月，“为加强国家社会主
义建设”奉孝同再次响应号召 ，从北
京回到湖南老家闭塞贫困的大山里，
和妻子一起上山下地。

“毛主席叫我们讲真
话，你要向他老人家学习”

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１０时，奉孝同的外
孙女奉连花从湘潭来看外公。 这位和
外公一起生活了１７年的外孙女一直
喊外公做爷爷。

“从小爷爷就教我们要讲真话，
他说毛主席叫我们讲真话，要向他老
人家学习。 ”在奉连花的记忆中，爷爷
对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说老实话，做老
实人。 现在，奉连花和丈夫育有一儿
一女，过着平凡打工者的生活。

1959年，公社公布了“放卫星”奖
励标准，每亩报数收获600斤奖白酒4
两，每多收100斤谷，奖二两白酒。 奉

孝同当众说：“宁可实事求是，不可喝
这‘空肚’白酒！ ”当场挨了批评。

出于严守纪律需要，部队要求他
复员后不能泄露自己在中央警卫团
工作的经历。 奉孝同严守纪律，退伍
回乡后从没有把自己特殊的身份告
诉过父老乡亲，镇里的干部也只知道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

奉孝同和今年７２岁的老伴王云
欢现在还住在一栋残破的老木屋内，
两人生育了3个女孩， 分别取名奉庆
玲、奉美玲、奉福玲。 1984年，16岁的
奉福玲被人从家门口骗走，后来死在
海南， 奉孝同一家因无力支付路费，
连女儿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奉美玲远
嫁外县，每年回家探亲一次。 奉庆玲
因患怪病离异后，带着一男一女回娘
家定居 ，其儿子奉光兴 ，于2004年10
月20日不幸去世。 奉庆玲的女儿奉连
花出嫁后，奉家就只剩下这对老夫妻
和残疾的奉庆玲相依为命。

“不能讲，部队有纪律，毛主席也
叮嘱过。 ”当问及老人为什么不以主
席警卫的身份向组织提要求时，奉孝
同连连摆手。

2005年，新化县民政局给予奉孝
同每月510元的优抚补贴， 村里给落
实了一口人的低保补贴。 今天，奉孝
同一家3口都享受到了农村低保 ，老
人每月已有55元的老年保险。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
是去韶山和北京看看”

12月12日晚，奉孝同的老伴王云
欢因突发脑溢血，送进新化县人民医

院急救。 奉孝同因无人照顾，被接进
了新化县仁泰医院的ＶＩＰ病房。 在此
之前 ， 女儿奉庆玲也在这家医院治
病。

本以为将永久保守毛主席警卫
身份秘密的奉孝同，不曾想到在医院
医护人员送女儿回家路上，女儿无意
间“泄密”，让奉孝同毫无准备地以毛
主席警卫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成
为公众关注的对象。 很多好心人开始
向他伸出援手，他终于有了提自己心
愿的机会。

记者问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是什
么？ 奉孝同用颤抖的声音回答：“给毛
主席当警卫。 ”问他最遗憾的是什么？
他说 ，“把自己与毛主席的合影弄丢
了，离开毛主席之后再没有见到过他
老人家。 ”

奉孝同的事迹传开后，新化县委
高度重视，县委书记胡忠威亲自委托
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看望，奉孝同说
出了埋在心中许久的三个愿望 ：“希
望女儿的病能治好 ；去韶山 ，到毛主
席家里看看 ；去北京 ，看看毛主席遗
容。”

许多和奉孝同素不相识的人，也
被老人感动了。 祁东县河洲镇定山村
一位种枣的农民雷谏声说：奉老的心
愿理应得到满足， 近日收到枣款后，
将着力促成老人去北京。

目前 ，省地税局 、新化精英野战
俱乐部、骑乐无穷自行车俱乐部等单
位的爱心人士对奉孝同老人的捐款
已达2万余元。 韶山管理局也表示，愿
意早日达成老人的心愿。

本报记者 李传新

在刚刚结束的湖南省第十一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会
上， 中南传媒旗下出版社共有9本图
书获奖，特别是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
的《长津湖》、湖南科技出版社推出的
《铸剑》还同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我省文艺类图书获奖数与北
京市并列全国第一。 12月13日，记者
采访了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
刘清华，他说，是理想的明灯照亮了
湖南出版的繁荣之路。

出版业的责任和使命就是传承
文明，记录历史。 在面临着转型发展
巨大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下，作为价
值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出版人能做
什么，怎么做才能真正触及读者的心
灵？刘清华以湖南出版的实践总结出
他们的经验。

以崇高的出版理想引领出版。刘
清华说，作为文化产品的图书，必须
在内容上不断创新，这样才能传之久
远；必须在观念上不断解放，这样才
能深入人心。把出版理想转换为图书
选题， 把主流价值转化为畅销内容，
是出版企业义不容辞的职责。正是基
于这种理想，中南传媒出版了表现信
仰力量的《长津湖》、弘扬科学精神的
《铸剑》和《飞天梦》、体现职业精神的
《洞庭作证》和《拿什么来爱你，我的

孩子》、颂扬人文精神的《毛泽东遗物
的故事》等图书，贴近现实生活，在主
旋律图书的出版过程中突出了理想
和精神的力量。

以鲜明的特色表现时代。 优秀的
文学图书出版是对本土历史文化创造
性的延伸， 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
和发展。 中南出版传媒提出用好读的
故事传达伟大的思想，将思考历史、反
映时代、关注民生，作为出版主旋律图
书的追求。 比如选择《长津湖》来表现
对战争的思考，通过《娘》来表达对人
性的关照，通过《像风一样奔跑》来传
达对高科技的追求。 把自己的思考和
当前的社会生活、社会热点结合起来，
把主流的价值观和大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结合起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作者资源是出版赖以生存的重
要支撑。近年来，中南传媒提出了“经
营作家”的理念，实施了作家资源库
计划，一批有实力的一线作家纷纷落
户中南传媒，为中南传媒出版业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刘清华认为，
有效的机制是出好书的重要保障。主
旋律图书出版往往面临着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如何结合的问题。中南传
媒立足长远，精心规划，有序组织主
旋律图书的生产，不搞短期行为。 同
时，还设立了主旋律图书生产的保障
制度和奖励政策，有效激发编辑策划
出版主旋律图书的积极性。

产能过剩 创新有限 竞争激烈

中小型风能设备企业共商抱团发展

理想是指路的明灯
———访中南出版传媒副总经理刘清华

沉寂在山林深处 ———新化老军人奉孝同的故事

我省一志愿服务队
荣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12月18日，汤瑞仁女士在长沙举行个人绘画展，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 画展
共展出119件具有湖湘色彩和浓厚乡土气息的简笔描绘作品。 覃 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