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唐爱平）
3月23日晚，长沙橘子洲头两型馆，来
自全国各界的环保人士与百余名长
沙市民同吃素食，畅谈环保……在这
里举行的“美丽两型，你我同行”地球
一小时湖南两型活动，让人们在体验
两型生活的同时，与环保、文化界知名
人士一起畅谈两型梦想。与此同时，发
起此次活动的湖南省环保社团联合
会，也正式面向全社会征集“我的两型
梦”。

两型论坛是此次活动的主要内
容。“全国大学生绿色营”发起人、中国
著名环保作家唐锡阳，湖湘文化学者、
“湖南故事” 主讲人郑佳明等专家学
家， 从绿色文化、 湖湘文化角度探讨
两型社会建设， 与人们畅谈绿色梦
想。 两位老人呼吁： 两型社会建设，

需要借鉴前人的智慧， 重视“绿色文
化” 的建设， 要从自己做起、 从点滴
做起。

素食晚宴也是活动的另一个亮
点。晚宴虽然全是素食，但大家吃得很
开心，不少市民特意带孩子来品尝。人
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大和尚也在排
队吃自助餐，还耐心地为来宾介绍为
什么佛教提倡吃素，呼吁大家以后少
杀生，多吃蔬菜。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环保社团联
合会、绿色湖南环保基金共同主办，旨
在激发全社会对两型社会建设的责
任感。

据湖南省环保社团联合会负责
人介绍， 今天晚上的两型论坛只是一
个开始， 联合会还将面向全社会征集
“我的两型梦”。 市民可以把自己对两
型社会建设的设想、 建议发送给联合
会， 联合会将把大家的好意见整理反
馈给省两型办。

美丽两型 你我同行
省环保社团联合会向全社会征集“我的两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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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彭会

3月24日上午， 久违的阳光穿透
云层， 照在岳阳县杨林乡的田野上。
该县农业局的2名联村干部正指导村
民给早稻盖薄膜、补种；民政局的干
部挨家挨户送救灾物资，大伙儿心里
感觉特别温暖。

公仆仁心
3月22日下午， 一场特大风雹灾

害席卷岳阳县19个乡镇，无情“扰乱”
了10万余群众的平静生活。

22日晚，岳阳县县长张中于连夜
紧急部署。23日清早，他率县民政、农
业、畜牧、交通、电力等部门120余名
干部，奔赴受灾严重的柏祥、杨林、饶

村、 公田等乡镇救灾。58岁的殷师会
是公田镇龙山村中受灾最为严重的
一户。看着自家凹陷漏水的屋顶、开裂
的墙面与浸在水中的电器， 他泪水直
流。“您放心， 政府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帮助您！” 张中于来到殷师会身边，给
他鼓劲。

22日16时35分，柏祥镇松岭村有
人求救：“救命啊！要砸死人了！”52岁
的村支书方庆梅听到呼喊声， 狂奔
到一间散落着大片破碎砖瓦的危房
里， 找到了受伤的76岁村民方朋团。
方朋团头部被屋顶掉下的砖石砸伤。
方庆梅一边安抚， 一边请求支援。
不到10分钟， 方朋团被大伙搀扶上
急救车。 该村有214户受灾。 方庆梅
走家串户探望， 一直忙到深夜。 哪
知， 他父母居住的房子也倒塌了。

好在同村的干部安全转移了他的父
母。

邻里深情
“老屋的瓦片都被狂风卷走？我马

上就回去！”22日16时许，在岳阳县城
上班的彭晓当挂断电话， 就往鹿角镇
星火村老家赶。

17时到家。彭晓当老远就看见邻
居彭孝生和另外两个乡亲， 冒雨在他
家屋顶拾掇。“有没有备用的瓦？”彭孝
生说,“没有的话，就去我家搬。”屋顶
整理好了， 彭晓当想付些工钱表达谢
意。彭孝生婉拒了：“一个屋场的人，帮
点小忙，谈么里钱咯！”

“还有几家人的屋顶要补。我们还
得赶过去帮忙。”彭孝生等人又冒雨赶
往另一户人家。

守护天使
22日下午放学时间，冰雹从空中狠狠

砸向地面。杨林乡杨林中学正在路旁等车
的40多名学生惊恐万状，哭喊着要回家。

“孩子们不要怕！ 老师就过来接
你！”校长龙光宇与教导主任方志丹带
领5名老师， 用自己的身体作掩护，护
送孩子回到了教室。 老师们又立即组
织学生远离门窗、集中坐好；走到惊魂
未定的学生身旁，轻声细语安抚。他们
一一向孩子的父母打电话，报平安。

1个小时过后， 暴雨终于歇下来
了，龙光宇按照学生家庭住址，划分出
了4条线路。他和老师们按线路护送学
生回家，交给孩子的父母亲。家长紧握
老师的手， 不停地感谢：“搭帮有您们
这些‘守护天使’！”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李伟锋)
日前，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肇雄会见
来湘考察的全国政协常委、 恒大集
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一行， 双方就
恒大进一步在湖南投资合作事宜进
行深入交流。

恒大集团是一家以住宅产业为
主，集商业、酒店、体育及文化产业
为一体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入驻湖
南6年来， 已成功开发13大项目，
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 去年， 恒大

长沙公司在湖南新开工建筑137万
平方米， 销售金额57亿元， 目前该
公司在我省的在建面积达350万平
方米。

陈肇雄希望恒大集团发挥资
金、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开发高
质精品项目， 助推湖南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

许家印表示， 恒大集团将积极
参与湖南四化两型建设， 为湖南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众志成城抗天灾 恒大去年在湘销售逾57亿元
陈肇雄会见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陈薇）
今晚， 由河南省话剧院创排的大型
史诗话剧《红旗渠》在湖南大剧院上
演。同时也拉开了“雅韵三湘·舞台
经典” 中外优秀舞台艺术演出专场
活动的序幕。

《红旗渠》是河南省精心打造的
“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工程”优秀剧目
之一。该剧根据真人真事创作，叙述
了县委书记杨贵带领林县人民修建
红旗渠的艰难历程，讴歌了“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的红旗渠精神。

据了解，“雅韵三湘·舞台经典”
中外优秀舞台艺术演出专场活动，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教育厅
等联合主办，活动将持续到12月，每
月一场，届时将有10场国内外高雅
艺术经典剧目在湖南大剧院陆续上
演。本次活动旨在普及高雅艺术，丰
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活动， 提高公
民的文化素质。

“雅韵三湘·舞台经典”
中外优秀舞台艺术演出在长启动

3月23日，花垣县长乐乡跃马村
的张兴建快乐地与回乡的父亲一起
放羊。近年来，该县引导和支持外出
务工人员回乡创业，近3000名“留守
儿童”与父母团聚。

张耀成 吴红艳 摄影报道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陶 小 爱 通 讯 员 秦 新 才
陶芳芳 ）今天，第20届长沙
图书交易会圆满落下帷幕。
短短4天里，图书销售总额16
亿余元。

此次交易会由长沙市政
府主办。 交易会立足民营书
业， 突出民营书商的正能量，
并面向全国市场，实现国有民
营的大融合。 图书涉及社科、

文教、期刊等各类书籍，还吸
引了电子音像类产品的加入。
交易会期间，举行了重大合作
签约、高峰论坛、重点新书发
布、 发布2012年度长沙人最
喜爱的10种图书等活动。各
地市民纷纷前来观摩购书，饱
享全国多地的出版社、期刊社
与民营书业带来的文化盛宴。
据悉，此次交易会共设412个
展位，规模比去年增加1倍。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刘勇 ）
今天， 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简称
远大住工）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信达） 在长沙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表示， 将以
远大住工先进的建筑制造技术， 融
合中国信达强大的金融资本力量，
开展全面、 深度合作， 为全社会提供
绿色建筑整体解决方案。 副省长何
报翔、 中国信达总裁臧景范出席签
约仪式。

作为我国第一家以“住宅工业”
行业类别核准成立的企业， 远大住
工历经17年探索， 提出绿色建筑整

体解决方案， 用工业化方式“制造”
建筑， 每个环节都遵循绿色理念， 实
现资源节约与低碳排放， 提升建筑品
质和施工效率。 目前， 远大住工在全
国制造的绿色住宅面积已超过500万
平方米， 深受客户好评。

中国信达是我国四大国有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金融资本实力

雄厚。 正是看好“绿色建筑” 的广
阔前景， 中国信达计划在战略规划、
产业布局、 资源整合、 市场开拓等
领域， 为远大住工提供全流程、 一
揽子综合服务解决方案。 其中， 以
绿色低碳为核心理念的民生保障工
程、 小城镇建设等， 成为双方合作
意愿中的重点。

远大住工牵手中国信达
借力金融资本推广绿色建筑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银明）记者今日从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 我省近日在对乡镇客渡船
标准船的抗沉性试验中取得成功：该
系列船即使船舱破损，仍可漂浮水上，
具备良好的抗沉性。 该系列船不久将
在全省推广使用。

据长沙船舶厂负责人介绍， 我省
乡镇客渡船标准船型按载客人数分
为10客位、30客位客渡船及30客位山
区短途船3个系列， 共5种船型,�是经
过省内外专家反复论证和优化设计

出的标准船型。
该船型设置了足够的浮力储备舱，

并用发泡塑料填充， 可确保在船舶所有
舱室破损进水或船舶倾覆的情况下，船
舶仍浮于水面，并承载所有乘客(按乘客
定额核定的乘客数和船员) 而不致沉没。

因此，该船型便于逃生和落水后自救。
据了解,�我省今年将全面推广应

用抗沉性、 操作性好的10客位、30客
位标准船型，完成1273艘客渡船标准
化改造，旨在提高船舶安全系数，最大
限度减少水上事故的发生。

我省乡镇标准客船抗沉性试验成功

船舶破损进水仍不会沉没

第20届长沙图书交易会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