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李少葵

【判决结果】
4月3日，长沙县人民法院以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

一审判处李良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
【案情回放】
李良是邵东县人，在长沙市高桥干货大市场经营“李

文干椒批发商行”，从事干辣椒销售。2012年7月，他在长
沙县跳马乡白竹村租用一个约500平方米的仓库，将3万
余斤红干辣椒存放在内。他在仓库中砌了3个灶台，买了
90袋工业硫磺，用来熏制干辣椒，使熏制后的干辣椒色
泽光艳。2013年1月10日， 长沙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
人员到现场检查时， 李良已用硫磺熏制干辣椒15760公
斤。经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这批干辣椒
二氧化硫残留量检验结果为3.48g/kg， 大大超过≤
0.2g/kg的有关标准要求，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经长沙县价格 认 证 中 心 鉴 定 ， 该 批 红 干 辣 椒 标 值
117885元。

【法官说法】
此案审判法官何晓璐认为，李良为牟取非法利益，

熏制干辣椒时掺入国家明令禁止的非食用原料硫磺，
其行为已构成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144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
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
下罚金”之规定，并鉴于李良认罪态度较好，酌情从轻
作出上述判决。

【温馨提示】
民以食为天 ，

食以安为先。 用工
业硫磺熏制干 辣
椒， 李良受到法律
制裁， 这对于那些
赚取昧心钱的不法
商贩是一个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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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学文 左丹 赵成新

【故事】
暮春时节，位于岳阳市君山区广兴

洲镇的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千
亩蔬菜示范基地，青翠欲滴，满目生机。

正在基地干活的张吉祥大伯告诉
记者，他们这里种植的蔬菜，不仅长得
快，且少生病，很少用农药，是健康蔬
菜，市场上俏得很！奥秘就是使用了一
种名叫“艾格里”的生物制品。

说起这神奇的“艾格里”生物制品，
这里藏着一个年轻农业科技工作者不
断创新的故事。他就是现年40岁、省农
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
德咏。

蔬菜、水果、稻谷等是人类生存必
不可少的食物，可农民在种植这些农作
物的过程中，为对付病虫害，往往会大
量使用有机磷、除虫菊酯等农药，其中
有些农药又不能完全降解，导致生态环
境和作物带有不少农药残留，给人们健
康带来严重危害，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
破坏。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或者少用农药？
为了实现这一科研梦，南京农业大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
张德咏，自1998年分配
到省植保所后，就和他
的团队对此进行了艰
苦攻关。

跟人一样，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之
所以要打农药，是因为生病了。而要不
生病，就只有增强体质。也就是说，得找
到增强植物“体质”的办法！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们发现环境中的光合细菌可促
进植物生长，增强植物“体质”。

而要找到光合细菌，首先就要研究
植物光合细菌的特征和“生理指标”。
“这和人看病是一个道理。 通过对细菌
吸收波长和光谱的了解， 可以掌握其

‘生理指标’。” 张德咏面对记者的采访
通俗地解释道。

这是一项细致而艰苦的攻关。上个
世纪90年代末，植保所各方面的科研条
件还比较落后，连一台简单的检测细菌
波长和光谱的分光光度计都没有，得去
几十公里外的湖南师大借用。每天凌晨
5点，张德咏和同事们就起床，先用所里
仅有的小浓缩离心机浓缩细菌，再带着
这些细菌穿越长沙城，到湖南师大实验
室去做实验。

几年的坚持有了回报，一组组科学
的数据在心血和汗水中诞生：他们在全
国各地采集样本上万份，从中分离光合
细菌3100多株，对其中的100多株进行
了生物学鉴定，建立了菌种库，并筛选

出了30多株能防农作物病害且能促进
生长的菌种，还筛选了50多株能降解有
机磷、除虫菊酯等农药残留的菌种。

有了这些“生理指标”做依据，他们
就开始着手建立增强植物“体质”的配
方。

2002年， 张德咏获得了去德国留
学的机会。他这次去主要是承担有关方
面交给他的任务———为辣椒“治病”。

辣椒是湖南人的最爱。然而，辣椒也
爱生病，特别容易生染上黄瓜化叶病毒。

“在德国期间，我最喜欢星期六和
星期天，因为这两天，实验室的其他同
事都休息，我可以使用里面的每一台仪
器！”张德咏回忆道。

通过大量的温室筛选试验， 张德咏
成功筛选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抗黄瓜花叶
病毒的辣椒品种， 发现黄瓜花叶病毒中
的一个基因与病毒抗性密切相关。 不仅
如此， 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获
得博士学位。2005年， 他婉拒了德国多
家单位高薪挽留，毅然回到了省植保所。

2004年，第一个“艾格里”生物肥
料产品正式获得农业部批准，开始被推
广。在岳阳市广兴洲镇试验取得很好效
果，使用该生物制品的蔬菜，农药少用
一半以上，产量提高20%至50%。

如今，他们已开发“艾格里”生物制
品系列产品30多个， 畅销全国20多个
省（市、自治区），推广面积5000余万
亩。2012年12月，他们组建的植物微生
态制品湖南省工程实验室又喜获省发
改委批准，为产品的快速转化搭建了一
个良好的平台。

土地和植物使用了农药后，都会有
残留，有些农药残留还特别高，如何尽
快降解是个大学问。 张德咏和他的团
队，在研发“艾格里”生物制品系列产品
的同时， 也开展了农药残留降解攻关，
相继开发了系列降解农药的物化产品。

并针对南方蔬菜生产中影响农产品质
量的关键环节进行研究， 集成组装了
“重大”病虫害清洁化控制技术、菜田土
壤污染与氮磷“减量增效”调控技术。这
些技术和产品目前已在湘、粤、鄂等地
累计推广3800多万亩， 创造效益97亿
多元。

2009年， 张德咏及其研究团队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1年12月，
他也因发明“艾格里” 生物制品等一系
列成就，成为第12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得
主。
【成就】

张德咏，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
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
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病虫草害防控
研究室主任、植物微生态制品湖南省工
程实验室主任等职。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
“863”计划、UBS基金等项目8个，长期
围绕我国蔬菜、水稻等产业清洁化生产
的重大需求，在无公害蔬菜生产、作物
线虫病和病毒病防控、农田农药残留物
的微生物降解、光合细菌在农作物上的
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原创性成果，研发了
环保型农用微生物制品———“艾格里”
微生物肥，登记产品8个。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
技术市场金桥奖金奖。获国家发明专利
6项，发表研究论文66篇，参编专著7本。
获第12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第四届中国
植物保护学会青年科技奖、第七届湖南
省青年科技奖、湖南省青年“五四”奖章
等荣誉。
【感言】

对科技工作者来说，创新是最重要
的，但创新的路很长、很艰难，往往要经
过无数次的失败。 从一定程度上说，创
新是熬出来的，科研工作者要耐得住寂
寞，厚积薄发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本报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罗玲

邱继兴：惠民生既要做“吹糠
见米”的眼前之事，又要筑“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之基。惠民
生的事，不能作秀，要实打实。

从长沙团市委书记岗位到
雨花区当区长的邱继兴，浑身洋
溢着青春的活力，板寸头，给人
一种铁塔般的坚实。近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 他开宗明义地
说：“惠民生既要做“吹糠见米”
的眼前之事，又要筑‘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的长远之基。惠民生
的事，不能作秀，要实打实。”

雨花区GDP、财政总收入连
续10年成为中部6个省会城市40
个城区的领头羊，近5年，该区新
增财力的83.3%都用于民生。讲

起雨花区的民生工程，邱继兴娓
娓道来，如数家珍。

教育是百年大计。为了让每
个孩子圆家门口上品牌学校的
梦，雨花区不遗余力，将一席难
求的砂子塘小学、枫树山小学分
别发展为“一校五址”和“一校三
址”， 就读学生均由2000名扩展
到1万余名。一手抓品牌学校“克
隆”， 一手抓薄弱学校的提质改
造。黎托、洞井山弯弯里的乡村
小学， 如今也新建了塑胶跑道、
教学投影仪、 计算机房。59所中
小学及职业学校遍布城乡，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生近7万人。 早在
2004年， 雨花区领全省之先，敞
开大门， 迎纳农民工子女就读，
由开始的16校扩展到区内所有
学校。如今，在雨花区就读的农
民工子弟将近占长沙市的一半。

从义务教育的“雨花范本”，读
到了雨花区决策者的民生情怀；而
农民安置房的建设，更见其为民谋
福祉的拳拳之心。2012年6月18
日，长沙市最大农村拆迁保障房项
目在雨花区动工， 该区投入85亿
元， 启动15个保障住房安置点建
设， 建设面积达328万平方米，随
着它的竣工， 雨花区又将有3300
户拆迁农民乔迁新居。体育新城建
设，让长沙东进了10公里；武广高
铁车站，崛起8平方公里新城；比亚
迪落户，6000亩土地蝶变为汽车
之城，6万农民洗脚上岸变成市民。

邱继兴说：“让人民生活得
更美好，出路只一条，就是攻坚
克难促发展，这是最大的民生！”

惠民生的事 要实打实
———访长沙市雨花区区长邱继兴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段涵敏）
今天， 省卫生厅发布3月份法定
报告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总体信息。 记者获悉，目
前超9成流感为甲型H1N1流感，
我省3月份甲型H1N1流感发病
较去年同期增加明显，报告甲型
H1N1流感病例300例，死亡2例，
病例数比上月增加128例。

省疾控中心流行病学监测结
果表明， 目前我省的流感病例主
要为甲型H1N1和H3N2两种，其
中H1N1占9成以上。 该中心流行
病防治科副科长刘富强博士表
示，与近期大家特别关注的H7N9
禽流感不同的是，H1N1、H3N2都
有相应的流感疫苗， 可防可治。
为何甲流发病较去年同期增加明
显？专家解释，每年冬春之交是流
感高峰时期，今年3月份，天气忽
冷忽热，加上小雨不断，流感局部

集体疫情主要在少数中小学校发
生，学生一般喜欢闭门窗，屋内空
气不流通，容易发生群体感染。

报告显示，3月份全省无甲
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
21260例，死亡59例，发病数居前
5位的病种为：肺结核、乙肝、梅
毒、丙肝、麻疹，死亡数居前3位
的病种为：艾滋病36例、肺结核
11例、狂犬病4例；丙类传染病报
告7952例，死亡2例（手足口病、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各1例），发病
数居前5位的病种为：手足口病、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流行性腮腺
炎、流行性感冒、风疹。

另需注意的是，3月份报告
麻疹病例877例，死亡1例，报告
病例数较上月增加193例； 报告
手足口病病例4201例，其中重症
病例24例，死亡1例，病例数比上
月增加89.15%。

通讯员 左姗姗 本报记者 郭云飞

4月9日， 桃江县浮邱山乡齐心村曾家组村
民刘赛男像往常一样， 来到89岁的五保老人孙
淑梅家，给她做饭，洗澡，洗衣。

30多年来，默默守护在孙淑梅身边的，还有
同组的另外89位村民。轮流为她送饭、洗澡、洗
衣服，早已是村民之间不成文的约定。

1981年，孙淑梅的丈夫去世，留下有点神志
不清的她孤独生活。同组的人于心不忍，商量着
一起照顾她。

当时村民约定，组里90个人，每个人每年捐
2公斤大米，共180公斤，交给村民孙雪梅，由她
照看孙淑梅。每逢红白喜事，村民将好吃的东西
给孙淑梅送过去。

2005年，孙雪梅抱病在身，照顾孙淑梅的重
任只能托付给他人。

于是， 村里约定，90个人每人轮着送4天饭
（年幼或外出务工者由家人代送），这户送完就提

前通知下一户送饭。 为了方便村民记住日子，村
支书彭国军制作了表格， 标示每个人送饭的日
期，并将表格贴在每家门口和厨房。

80岁的刘长生也多次送饭。尽管腿脚不便，
他也会经常跑去看孙淑梅。“一把年纪了，没个亲
人在身边，都是邻居，照顾她是应该的。”老人动
情地说。

除了送饭，村民还经常挑着热水去孙淑梅家
替她洗澡，然后将换洗的衣服拿回去洗干净。

30多年过去了，90人爱心团队坚守如初。期间
有的老人已离世，他们的后辈又顶替上来。正如村
名一样，村民“齐心”将孙淑梅照顾得熨熨贴贴。

耄耋之年的孙淑梅身体差，生活不能自理，需
要专人照顾。今年2月2日，村里为此召集曾家组村
民开会， 会上，47岁的刘赛男主动将活揽下来。她
说：“大家都是热心肠，我辛苦点算不了什么。”

之后，村里又开会约定，每个月90个村民出
资500元，村委出资100元，交刘赛男管理，由她
专门照料孙淑梅。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党博）
今天，中国南方航空“十分”关爱基金会向湖南大
学捐赠100万元助学金， 用于资助该校品学兼
优、家庭困难的大学生。

据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张玉会介绍，南航按
照每年运送旅客数量从每张机票款中捐出“10分”
钱注入南航“十分”关爱基金，用于为扶贫济困、赈灾
救援、 助学兴教等社会公益活动提供资助或奖励。
目前，该基金会已向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

等23所院校累计捐赠金额3000多万元，资助10000
多名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完成学业。

又讯（通讯员 彭琨绮）今天下午，南航湖南
分公司客舱部和飞行部的50多名空姐和飞行
员，走进长沙市第二福利院，向智障儿童和孤寡
老人捐赠了近万元的生活物资。近年来，南航湖
南分公司积极回报社会，每年组织参与为贫困地
区学生捐建爱心书屋、慰问退伍革命军人等各类
社会公益活动。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 孔奕 周璐 ）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为
加强全市城市养犬管理，长沙公
安机关将于本月底在城区开展
清查违章养犬专项行动。

公安机关将组织警力对群
众反映强烈、狗患较为集中的地
区，特别是全市公园、广场以及
沿江风光带等公共场所开展集
中清查、整治，对未佩带犬牌且
无人牵领的户外犬只、 散养犬

只、放养犬只、流浪犬只及禁养
品种等犬只， 一律予以捕杀。对
未取得《长沙市城市养犬许可
证》饲养的犬只、佩带犬牌但无
牵领人、 无犬链约束的户外犬
只、有牵领人但未佩带犬牌或牵
领人未随身携带饲养犬只之有
效许可证明的，警方将对犬只进
行暂扣或对牵领人予以处罚。收
容的流浪犬只将统一送至长沙
市公安局违章犬只暂扣收容中
心。

邱继兴 通讯员 摄

我省目前超9成流感
为甲型H1N1流感
有相应流感疫苗，可防可治

长沙月底将清查城市违章养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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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 说法

智解农作物病害
———记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德咏

硫磺熏辣椒
“熏”出3年刑

4月10日上午9时，长沙交警在绕城高速黄花塘收费站查处一辆超长改装货车。当天，长沙市交警部
门开展“大排查 、大教育 、大整治”货车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排查整改货运安全隐患。本报记者 徐行 摄

孙淑梅老人神志不清，无依无靠。32年来，由村民小组90人轮流照顾———

五保老人的90位亲人

南航为湖大捐赠百万助学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湖南省科协 协办

创新人物谱科技绽放精彩����

（紧接1版①） 价格上涨的主要
原因： 一是目前本地鲜果暂未
大量上市， 正处于水果青黄不
接时期， 新鲜水果上市较少，
市场供给不足； 二是受2月份成
品油价格上调， 外来鲜瓜果受
运输、 人工等影响， 成本上升

推动水果价格上涨。
3月份， 我省学前教育价

格与上月相比上涨1.8%。 如常
德幼儿园由上期3300元上涨至
3600元 ； 怀化幼儿园中班白
托， 由上期3350元上涨至4250
元。

（上接1版②）
调研中， 杜家毫充分肯定

近年来娄底市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绩。 他强调， 娄底作为
资源型老工业城市， 有着良好
的产业发展基础。 面对各地冶
金、 能源等产业加快转型发展
的态势， 要瞄准市场， 加大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力度， 加强自
主创新， 提高核心竞争力， 实
现产品、 企业和产业的全面转
型升级； 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形成
产业集群。 园区要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 搭建一体化服务
平台， 处理好招商引资、 服务
企业与促进园区发展的关系，
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各级党委、
政府要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
困难和问题。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 省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