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徐典波）今晚，潇
湘风尚大典的风尚生活家、风尚文艺人、风尚
企业家等10个奖项和“媒体年度致敬”特别奖
逐一揭晓。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本报记
者徐亚平荣膺唯一“风尚慈善公益人”。

2012年1月8日，徐亚平发起成立了“岳
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科学提出“尽快让江豚

升格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建立洞庭湖江豚
自然保护区，实施江豚迁地保护”等3大攻坚
目标，投入120多万元全面铺开了16项工作，
吸收志愿者140余人。 从2011年8月开始，协
会会员和志愿者昼夜值班，守护江豚栖息地。
今年正月初一，徐亚平在为江豚巡逻时，身负
重伤。 徐亚平终荣膺“中国十大责任公民”。

潇湘风尚大典10个奖项揭晓
本报记者徐亚平获评唯一“风尚慈善公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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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周
彰军）正值春分，季节催人。 对于树木而言，晚
一季就慢一年，眼下的望城区，城乡处处植树
种花，“齐心添新绿，共建大公园”植树活动进
入高潮，该区计划今年植树100万株。

这个春天，望城区各界人士，自备苗木种
子，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植树种花活动，区内各
种各样的“林”涌现：共产党员先锋林、拥军爱
民模范林、社会各界同心林、巾帼植绿志愿林、
我为公园种片花、希望林、平安林、碳汇林、休
闲林等等。 据介绍，今年的植树活动改变了苗

木采购方式， 苗木不再由林业局统一采购，而
是谁栽谁采购，区林业局局长周立仁称，这样
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对自己花钱采购的苗
木人们会更加珍惜，也减少了苗木质量和数量
不合要求的情形。

种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植树节一
时之热。 为让绿意真正荫泽后人，区委书记谭
小平要求：“不再花财政的钱栽银杏树、 桂花
树。 ”因为银杏树虽美，但树形瘦、树阴小，不适
合城区绿化，而且养护费用高。 该区在建绿过
程中，更加注重适地适树，苗木配置以乡土树

种为主，乔、灌、藤、草合理搭配，确保了四季常
绿有花的效果，要求少栽或不栽昂贵树种。

近年来，为“建设现代化公园式城区”，望
城区开展了全民绿化美化大行动，以“广栽树、
多种花、不露黄”为主要内容，让森林进城上
路、园林上山下乡，创建绿色城镇、绿色社区、
绿色村庄、绿色庭院、绿色通道等。 如今，该区
已建成斑马湖、和园、碧园等一批游园公园，通
过连年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和对金星大道、雷锋
大道等一批骨干道路的绿化提质，全区沟港路
渠时见花开成景，绿色通道雏形初现。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江勇 陆元连

“衡南县花桥镇石秋村村民刘利锋原来是做
木材生意的，一年到头靠砍树过日子。 前几年，他
放下斧头，拿起锄头，承包了几千亩荒山植树。 他
栽种的国外松长得郁郁葱葱，现在已经成林。 ”

3月14日，衡南县委宣传部和县林业局的同
志，向记者推荐刘利锋这个植树造林典型。 当天
下午，记者来到花桥镇，看见刘利锋种的一排排
国外松笔直挺拔，绿色的枝叶在春风中摆动，生
机盎然。 刘利锋正挥动锄头，在林中挖防火沟。

刘利锋告诉记者，7年前，他从木材经销商变
为种树人， 将所有积蓄投入到了3100多亩山地

里。 现在，他是衡南富丰林木专业合作社的理事
长，虽已年近花甲，但只要动得了，他会年年植树
造林。

由“砍”到“种”，是什么让他转变的呢？
刘利锋说，在经营木材的过程中，自己意

识到，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对木材的
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而林木如果被大量砍伐，
生态会遭到破坏。 卖树不如多栽树。 山林是一
种宝贵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的话，会给人带来
巨大财富。

刘利锋跟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造1亩林，
成林可收入1万多元， 而投入只有1000多元，
收益很高，只是回报期长一点。

精明能干的刘利锋把一些人看来没有价值

的荒山承包下来种树。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2010年，他还带领10多个村民成立了一个林
木专业合作社。 他觉得，这不但是给自己，也是给
后代积累财富。

刘利锋种的树大部分为国外松， 这是一种
绿化作用与经济价值兼具的林木。“国外松（火
炬松、湿地松）具有生长快、成材早、干形直、抗
性强、耐干旱瘠薄、产脂高等优点，适合南方生
长。 ”刘利锋介绍，与本地马尾松比起来，国外松
是一种生态效果更好的用材林。

靠积蓄加借贷， 刘利锋种树已投入了200
多万元，而产出还遥遥无期。 但他对绿色事业
充满期待， 并不满足于现在种下的3100多亩
林，他还要扩大造林规模。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唐善理）3月20日凌晨3时
左右，永州市冷水滩、东安、零陵、蓝山、道县等多个
县、区遭受特大暴风雨和冰雹袭击，最大风力达12级，
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设施和农作物受损。

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 受灾最严重的为道县，
全县70%地区、11万多人受灾，3人死亡，52人受伤，全

县大面积停电。 蓝山县25个乡镇、 办事处1.5万人受
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7650亩。 新田县境内遭受冰雹
袭击,全县2万多亩烤烟受损。 灾害发生后，永州市、县
区两级领导紧急赶赴事发现场，组织参与救灾救援工
作，并迅速成立搜救、救治、善后等工作组，组织公安、
消防等部门和群众抗灾救灾、生产自救。

本报记者 段涵敏 左丹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 据世界
卫生组织调查，全球约1/3的人有睡眠
问题，目前已明确属于睡眠障碍的疾
病有88种。

自2001年，湘雅二医院老年病科
在全省率先开展睡眠监测，至今共监
测近5000人次。 他们发现，睡眠问题
中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急需引起社
会重视。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样的睡
眠问题可能引发心脏疾病，甚至猝死。

打鼾，可能是身体发出
求救信号

阳春3月，很多人饱受“春困”困
扰，影响学习、工作，甚至造成交通事
故。 但湘雅二医院老年科主任杨宇教
授提醒，这可能不是春困的问题，而是
患上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什么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简
而言之，就是睡眠时呼吸通道发生了
阻塞，造成血氧含量低。 其实，这种病
对老百姓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
是因为，它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打鼾；陌
生是因为，打鼾严重竟会引发意想不
到的危害，甚至猝死。

许多人认为睡觉打鼾是睡得香的
表现，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睡眠医学研
究，发现这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
号。 打鼾者深睡眠时间较短，睡眠质
量不高；打鼾时通气量下降，发生低氧
血症，甚至容易加剧肥胖、糖尿病、高
血压、心脏病、中风等其他疾病的发
展。

专家表示，在某种情况下轻度的

偶尔一两次打鼾无碍健康， 不需要治
疗；但一个星期内3次以上打鼾，鼾声
时高时低，即使关上房门也能听到时，
要警惕是否患上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 目前，该病在我国的发病率为2%
—4%， 其中老年人高达20%—40%。
更可怕的是，儿童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除了被家人发现打鼾越来越严
重， 甚至出现憋醒， 喘不上来气的症
状。一旦出现白天嗜睡、乏力及反应迟
钝；夜间憋醒及胸闷；晨起血压高、头
痛、头晕、口干；性功能减退；体重增加
等症状，都要引起重视。 专家提醒，当
您或您发现身边的人睡眠时打鼾、张
口呼吸、憋气、困倦、嗜睡、开会或驾驶
时睡着、工作精力不集中、经常口干，
要提醒其到医院做呼吸监测以确诊是
否患病。

高血压、 糖尿病难治？
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

“很多人有高血压，吃几种药都控
制不好；很多人有糖尿病，怎么吃药都
不见效。”湘雅二医院老年病科罗荧荃
副教授介绍， 这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在“捣乱”。临床发现，高血压和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常常“形影不
离”，70%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
合并患有高血压，30%的高血压患者
合并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罗荧荃提醒，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的最终恶果是患心脑血管病， 引起
动脉硬化、冠心病、脑中风甚至引起某
些癌症， 而心脑血管病目前已居全球
疾病死因首位。有数据显示，我国严重
打鼾患者约有5200万人，其中大部分

是40岁以上男性，每小时低通气和呼
吸暂停超过20次以上未进行治疗者，
10年存活率仅为64%。

而通过治疗改善， 良好睡眠对治
疗高血压等疾病的作用也让人惊喜。
张奶奶长期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多
种疾病， 即使每种疾病服用两种以上
药物控制，治疗效果仍不佳。 2002年，
她被诊断患有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 从此以后长期戴呼
吸机治疗。 如今，她每种疾病单用一
种药物就控制得非常好，逢人就宣传
睡眠治疗的疗效好。

有文献报道， 如果在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出现高血压后不
久，及时进行睡眠方面的治疗，往往不
用降压药，血压就能恢复正常。

交通危险增2至4倍，甚
至“一觉不醒”

中年司机患者万某，长期睡眠打
鼾、呼吸暂停、夜间憋醒等，并伴有晨
起头昏、血压增高。 由于夜间睡眠质
量差，白天精神差，他经常不分时间、
场地经常嗜睡， 高速路上开车不足2
小时就要睡觉，严重影响工作。 经诊
断，他患上了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

常常有报道驾驶员因打瞌睡发生
大大小小的事故，让人触目惊心。 湘
雅二医院曾对驾驶员做过模拟驾驶测
试发现，患该病的驾驶员注意力、认知
功能和操作性明显下降，统计表明，患
该病的司机发生车祸的几率是未患病
者的2至4倍。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
心数据显示， 有20%左右的机动车事

故是由司机睡眠不足所致。
专家提醒，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对健康的潜在伤害非常大，被
称为夜间静悄悄的“杀手”。据介绍，我
国每年因冠心病导致死亡的有100余
万人， 其中30%猝死于午夜到早晨6
时。 许多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合并患有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还导致白昼思
睡、内分泌紊乱、炎症，还有反复缺氧
的直接袭击，这些均增加了冠心病、心
肌梗死、心律失常乃至死亡的风险。

不打针 、不吃药 ，治疗
其实很简单

如此大的危害， 求医者却寥寥无
几。 长期从事睡眠与健康临床工作的
医务人员深有体会，他们表示，一是前
来就医者少， 很多人几年甚至几十年
有打鼾的习惯也不到医院进行诊治；
二是即便病情很严重了， 遵医嘱治疗
的也很少， 甚至有些检查结果都迟迟
不取。

专家认为，老百姓对“治病”存在
一定的误区，认为吃药、打针、做手术
就是治病。 其实，治疗这种疾病，只需
像佩戴眼镜一样， 睡觉时戴上面罩和
设备，就能让睡眠时呼吸更舒畅。

除设备治疗外，日常生活中也要多
管齐下。 如建立健康的作息时间，每晚
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床；至少在睡前一小
时开始，避免接触计算机、电视机等；晚
上忌宵夜、忌饮酒、浓茶和咖啡；积极运
动，减轻体重，改变不良生活方式；通过
练习瑜伽或采用其它放松疗法等，都能
大大改变睡眠质量，延长睡眠时间。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段涵敏）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多， 老百姓在举
报投诉中反映曾遭遇“踢皮球”。 今
后， 全省老百姓凡是遇到食品安全
问题， 都可以直接拨打12320。 今
天， 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举行
12320举报热线开通仪式， 推行食
品安全有奖举报， 鼓励广大群众举
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食品安全工作涉及面广、 参与
部门多，我省各地区、各级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均设立各自的食品安全投
诉举报电话，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
设立的举报电话号码多， 查询起来
既不方便，更不容易记忆。同时由于
食品安全采取多个部门分段监管的
模式， 消费者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
时， 很难分清应该向众多监管部门

中的哪一个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省食品安全办副主任林安弟介

绍，12320热线将与农产品环节
12316、生猪定点屠宰环节12312、市
场流通环节12315、 生产加工环节
12365等申诉举报热线紧密衔接在
一起， 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
同， 自受理举报之日起60日内办结
群众投诉案件。

我省还制定出台了《湖南省食品
安全有奖举报制度（试行）》，对举报
分为一般和重大两个级别进行奖励。
一般食品安全举报奖励按违法货值
给予一定比例、 最多不超过5000元
奖励； 重大食品安全举报和奖励额
度，由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请
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决
定。

3月20日是春分节气， 一天内
白天、黑夜平分。 春分日后，燕子从
南方飞来了， 下雨时天空会见电闪
雷鸣，大地上莺飞草长、小麦拔节、
油菜花香， 各种植物均进入了旺盛
的生长期。

由于此节平分了昼夜、 寒暑，故
在保健养生方面更应注意保持人体
的阴阳平衡状态，在情志上应保持乐
观向上、轻松愉快；起居上可适当晚
睡早起，多去庭院或户外散步，赏心
怡情，使之与“春生”之机相应；衣着
上应按“春捂”的理念，不可骤减，注
意适当保暖，免使阳气过于外泄。

食养上应选择可保持机体功能

协调平衡的膳食，避免过燥、过热、
过寒或升、降度大的食物。以寒凉性
食物为主蔬或主食时， 应佐以葱、
姜、大蒜、韭菜、酒等温性调料；以温
热或助阳食物为主蔬或主食时，则
应以豆腐、蛋类等滋阴之品佐食。

在自然界“春生”之机旺盛时，人
体气血等运行系统也正处于旺盛期，
激素分泌水平也多处于相对高峰期，
此时易发的非感染性疾病，多见高血
压、月经紊乱、痔疮、过敏性疾病等，
故在预防春季传染病的同时，应加强
上述多种疾病的防治。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教授 刘绍贵）

永州遭受特大暴风雨袭击

栽树种花打扮“大公园” 望城区今年
植绿百万株

从砍树人到种树人 ———衡南县花桥镇农民
刘利锋植树造林的故事

健康话题
睡眠占据了人类生命1/3的时间， 是人

类最重要的生理需求。许多人一直存在认识
误区，认为睡觉打鼾是睡得香的表现，经过
几十年的睡眠医学研究，发现———

打鼾并非“睡得香” 食品安全举报有了“一号通”
我省开通“12320”有奖举报热线

养生之道 春分养生要点

3月20日4时，武警战士在抢救受灾群众。当天3时多，道县遭遇11级暴风袭击，多处民房、工棚、企业厂房、活
动板房倒塌，树木被连根拔起，庄稼受损，部分线路断电。 受灾后，该县迅速开展救灾。 导轩 摄

本报3月20日讯（通讯员 卢跃
记者 杨军） 以益阳市科技专家
符放中新型沼气技术为基础的
特大型沼气池建设项目，日前在
江苏涟水完成了征地等前期工
作。 这个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立项
的项目，可通过特种设备将沼气
提纯为汽车燃气。

符放中是“粪草混合连续发
酵零排渣沼气制取新技术”的发
明者和专利拥有人， 他研制的
“三相内循环沼气池” 原料分解
彻底、产气率高、使用方便。 北京
中天环保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院
固体废弃物与污水治理所特聘
他为研究员。 日前，他们与江苏
一家科技公司签订3方协议，共
同把以符放中沼气新技术为基
础研制的“一种厌氧系统全气化
秸秆产沼气生物菌种训化方
法”，申报实用新型专利，加快推
广和应用，成果共享。

据介绍，沼气中含有60%以
上的甲烷，而汽车天然气甲烷含
量在90%以上。 江苏涟水沼气池
汽车燃气生产项目将从国外引
进先进设备， 对沼气去杂纯化，
以达到汽车使用要求。 项目建成
后， 每天可产沼气3至4万立方
米， 纯化后可产2万立方米以上
天然气，效益十分可观。

沼气可提纯为
汽车燃气
益阳新技术

在江苏派上大用场

●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吴辉鸿

3月19日清晨，如往常一样，桑植县河
口乡敬老院旁边的田间地头热闹起来，20
多名老人手提编织袋，一边哼着山歌，一边
采摘绿油油的苏州青白菜薹。

同样，在离集镇不远的懂市村，菜农们
踩着清晨的露珠采摘好菜薹， 等着乡烟办
的人员来统一收购。 春日暖阳里，轻松劳作
之后的朗朗笑声荡漾山间。

“这是创新了的烟叶生产模式，我们称
之为‘轻松烟菜’。 ”河口是种烟大乡，年产
烟近8000担。乡烟办主任刘文武介绍，烟叶
采烤后的土地闲置期，栽种苏州青，采收后
余下的茎叶用于压青作绿肥， 改良土壤肥
田，减少病虫害，不是重体力活，老少皆能，
农民可在轻松中增收。

“免费提供菜种、免费提供技术服务、

统一收购。 ”刘文武告诉记者，试点“烟菜”
循环种植模式， 乡里以每年的烟税收入扶
持，请农业局技术人员全程指导，并联系张
家界永丰农产品公司实行统一收购加工，
解决烟农菜农的后顾之忧。

正值菜薹丰产期， 刘文武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苏州青亩产1000公斤左右，收购价
每公斤一块钱，亩收入可达1000余元，加上
种烟收入，土地亩收入超过5000元。

不仅能赚钱补贴家用，还能让小孩子体
会劳动的快乐。 ”懂市村村主任梁冬秀种了
一亩菜地，经常带着孙女采摘菜薹，她说，这
比种油菜要划算，明年将扩大种植规模。

随后， 记者在桑植县烟办了解到，“烟
菜”循环种植模式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烟
叶种植的主方向，今年下半年将全面推广，
目前已在5个乡镇试点3000亩，预计3月底
可全部采收完， 直接将为山乡农民创收达
300万元。

“轻松烟菜”乐山乡

本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王威群 王玖华

3月19日，娄底双峰第三届油菜花节在
锁石镇举行。 记者和来自省内外的游客一
道，再次感受了锁石油菜花的惊艳。

上午9时，天空飘下蒙蒙细雨，在锁石
镇车田村机耕道上行走， 混着青草味的油
菜花香扑鼻而来。 不远处的娄衡公路边，一
字排开停放了挂着广州、 深圳和省内各地
车牌的车辆，陆续有人从车里走出，投入这
无边的花地。

“锁石的油菜花依山傍水，很有灵气，
我们老家在双峰，这是第二次来看花了。 ”
来自深圳的刘先生打着雨伞， 在田埂上悠
闲地踱步。

车田村3000多亩油菜花基地， 车田河
穿流而过，远处双拱青石桥横卧花间。 春耕
在即，农民在桥上鞭春牛，远方的游客有幸
一睹这传统习俗表演。

靠近机耕道，一块蓄水的稻田里，四五
个脚穿套靴挽起袖子的壮汉， 正在体验捉
泥鳅。 只见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田
里，费了好大的劲才捉上几条。

“纯正的菜籽油，150元一桶。”菜花深处，
传来了叫卖的声音。这次，村里特地搭好了遮
阳篷，让村民晒出自家的土特产。不大的展台
上，有双峰剁辣酱、豆豉、小鱼干、春笋、菜花
蜜等。冲着那股子乡土味，连娄底市委宣传部
部长伍美华和副市长刘益丈都站在展台后，
给这些农副产品当起了促销员。

菜花袭人的锁石， 人文气息也十分浓
郁。 1公里外的黄龙大山，相传三国蜀相蒋
琬曾求学于此，山上留下了蒋琬峰。 这周围
还有周湾里宋代陶器遗址、 三角塘西汉陶
器窑址、金紫峰宝觉寺等景点。

据了解，近年来，双峰出台了关于加快旅
游业发展的意见，编制完成了全县旅游业发展
总体规划， 打造了曾国藩故里旅游、“花之缘”
乡村旅游等品牌，推动乡村旅游富民工程。

春到锁石菜花艳

记者在基层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黄又生 李铁桥 刘飞）3月13日以来，
邵阳县农业局100余名干部职工按照局里统
一安排，到各乡镇指导早稻集中育秧、摸查早
稻生产面积，力保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

邵阳县粮食生产已实现“九连增”，去
年被评为全省粮食生产标兵县。 今年，该县
采取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加速耕

地流转、推进规模经营等举措，力争全县种
植早稻45.3万亩， 落实早稻集中育秧面积
16万亩，全年粮食产量在50万吨以上。并安
排双季稻生产和水稻集中育秧专项工作经
费800万元，大力推广集中育秧、旱育秧、机
插秧、软盘抛秧等先进育秧技术。 目前，全
县已落实集中育秧主体475个、集中育秧点
568个、集中育秧秧田面积1万余亩。

邵阳县力保粮食生产“十连增”

（紧接1版）调研要立足了解真实情况，注重实
际效果，力戒形式主义。调研组到基层调研，
队伍要精干，吃、住、行尽量简单，切实减轻基
层负担；调研不能停留在看材料和听汇报上，
要多深入基层，多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了解

真实的第一手情况； 要注重结合了解到的实
际情况，分析和研究问题，力争拿出有针对性
的、 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充分运用好调研成
果，使之及时转化为省委、省政府决策的参考
和依据，推动相关实际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