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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王琦

洛阳一位取名“山间小溪”的网
民，用DV记录着他父亲人生最后的
时光。在父亲去世的那天，他把十年
来记录的父亲的音容笑貌做成视
频，作为献给父亲的歌。5月28日，有
网友在大河论坛发帖， 说出了这段
感人的故事。（5月30日《大河网》）

这段远非专业水准的视频，充满
着家庭的温情与质朴，它没有任何修
饰和情节设定，却比奥斯卡大片更能
触动心灵，因为父母是视频的“主角”。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视频充满了遗憾的感伤和再多陪父
亲一天的期望。这也是“小溪”在这个
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发自内心的表
白———如果可以，常回家看看。

“小溪 ”是不幸的 ，因为父亲已
离他而去；但他又何其有幸，因为父
亲离开前，“小溪” 有十年的时间相
伴老父亲。

现实生活中， 不少人懵懂中过

了一年又一年，也可能在心里说过，
一定要挤出时间多陪陪慢慢变老的
父母，但内心的偶尔感触，并没有转
换成温馨的现实。

或许， 可以搬出无数理由为自
己辩解———社会节奏快， 工作压力
大，的确没时间 。但整天刷微博 ，没
事逛商场 ，手机里大量自己 、朋友 、
孩子的照片， 电脑里整段整段关于
带孩子出去游玩的视频， 却鲜有父
母的身影，没有父母的位置。

工作忙不是理由， 带父母游玩
同样快乐， 陪在父母身边同样是减
压的方法。 父母不应成为儿女生活
中的配角。作为儿女，需要关爱的不
仅是自己的孩子。

“小溪 ”的孝行颇具普遍性 ，它
不像 “割肾救母 ”、“背父上学 ”那样
遥不可及。留下他们的身影，也留下
你们的孝心，传递爱的能量，不要让
他们再成为配角， 让他们当一回自
己“生活电影 ”中的主角 ，用普通的
方式，记录一段无价的亲情。

本报记者 孙振华 李伟锋
唐爱平

长沙市场，难见临湘黑茶

买茶，省茶业公司设在长沙市解
放西路的直营店应该是理想去处。

6月1日，记者在该店发现，展示
台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绿茶、 黑茶、
红茶，唯独没有产自临湘的黑茶。

随后，记者来到距该店不到200
米的坡子街。 在长沙市这条老街上，
冲着百年老店“火宫殿”聚集的人气，

“绿滋肴”、“湘品堂” 等10多家土特
产店安营扎寨。

记者逐一走访，产自益阳的“白
沙溪”、“湘益” 等黑茶在各土特产店
随处可见，且品种五花八门，唯独不
见临湘黑茶踪影。

“临湘也产黑茶？”“黑茶不是安化
才有吗？” 每到一个湖南特产专卖店，
记者询问营业员时，答案近乎相同。

在长沙市高桥大市场茶叶城，记
者寻访了数十家茶叶经销商后，好不
容易在来自临湘的明伦茶叶公司店
铺内， 才见到了产自临湘的黑茶。但
在这家以绿茶为主打产品的店内，黑
茶展位远不如绿茶显眼。

与记者在市场寻访所见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 临湘黑茶可谓名声在
外：自康熙年间起，临湘青砖就远销
俄罗斯，极盛时年销量达1.7万吨，而
今出口外销仍然连续8年位居全国
首位；在青海、内蒙古等边销市场，临
湘黑茶更是家喻户晓。

“永巨”青砖，承载黑茶沉浮

近日，记者前往临湘黑茶的大本

营聂市镇，一探究竟。
距聂市老街不到200米，有镇上

目前惟一一家黑茶生产企业———临
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

公司的仓库门口， 醒目地挂着
“国家茶叶储备基地”的招牌。

公司总经理卢明德一脸骄傲地
带着记者一个个车间参观： 发酵车
间，黑茶原料堆成数米高的垛，渥堆
发酵；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茶叶经机
器压制成长方形茶砖； 烘烤车间，压
制好的砖茶， 如同砖窑内的砖块，慢
慢烘烤……

卢明德告诉记者，这种砖茶称为
“青砖”，是公司主打产品，主要销往
青海、 内蒙古等西北边疆以及蒙古、
俄罗斯等国。

永巨茶业，已有百年历史 ,其前
身为晋商于1865年在聂市创办的永
巨茶坊。这个茶坊生产的“洞川”牌青
砖茶驰名中外，被称作古丝绸之路上
的神秘黑茶；其“复泰川”牌青砖茶，
被清皇室选为“御品”。聂市因此成为
贡茶生产地，永巨青砖成为当地响当
当的“名牌货”。

历经沉浮，2002年，永巨茶厂改
制为永巨茶业有限公司，成为我省唯
一的青砖茶生产企业。

改制后的永巨茶业不同凡响：连
续推出青砖茶、茯砖茶及高档工艺珍
藏系列黑茶、专利圆角砖茶等多个品
种；“洞庭”牌紧压青砖茶，荣获2005
年度全国优质边销茶评比金奖；据海
关数据，2005年至2012年， 连续8年
永巨黑茶出口全国第一；被列为国家
定点边销茶生产和边销茶原料储备
企业；2006年跻身“中国茶叶行业百
强企业”。

车辙深深，见证茶市繁华

行走聂市古镇， 缓缓流淌的聂
水河直通连着长江的黄盖湖。 凭借
通江达海的交通优势， 聂市成为百
年茶马古道、 晋商万里茶路的南方

起点之一。
走进聂市老街的小巷深处，突然

发现数栋“上了年纪”的老房子；青石
板街面，留存着几段深深的车辙。“这
些老房子，都是当年财大气粗茶商修
建的；车印，是当年大量运送茶叶的
独轮车碾压形成。” 临湘市茶叶协会
会长黄生波对记者说。

记者随意走进一栋临街老房子，
80岁高龄的蒋大爷正在屋内品茶。

当年的历史， 蒋大爷如数家珍：
聂市自唐末五代开始，即有各种茶品
从这里向外输出。明清时期，聂市已
是茶坊林立，商贾云集；清康熙年间，
聂市开始生产砖茶，远销我国西北及
蒙古、俄罗斯乃至欧洲腹地；清咸丰
年间，聂市年产黑茶高达6万余箱，茶
叶贸易进入鼎盛时期。

临湘市农业局经作站站长刘建
华介绍，当年聂市茶市兴旺时，常住
人口在5000人以上；购茶、制茶、售
茶旺季，流动人口在万人以上，享有

“小汉口”美誉；区区小镇，涌现出同
德元、方志盛、何康清等一大批以茶
叶经营为主的大户； 另有天顺长、永
巨、顺记、大合成等20多家茶庄，砖
茶生产坊13家。

在聂市镇政府， 记者看到一块
2012年在该镇出土的大石碑， 碑文
依稀可见。据考证，此为咸丰十一年，
岳州知府奉湖南省府之令，对聂市的
茶市交易、 管理颁布的专项公文。可
见，当年聂市茶业在清朝政府的地位
非同一般。

打响内销，图谋做强做优

今昔对比，老祖宗攒下的光环似
乎已黯然失色；与“白沙溪”、“湘益”
等“同辈”相比，临湘黑茶内销市场名
气已远远落后。

卢明德坦言， 出现这一尴尬，有
客观因素，更有茶叶经营者缺乏战略
眼光， 陶醉于外销与边销的风光，没
有及时把握住近年勃兴的黑茶内销

风潮的主观原因。
黑茶调理肠胃、降压降脂的独特

功能，正合追求健康的现代都市人胃
口。自2006年开始，黑茶在内地市场
陡然升温，“白沙溪”、“湘益” 等品牌
把握良机，趁势崛起。

而作为临湘邻居，同样有着耀眼
黑茶生产史的湖北赤壁市，也在大力
扶持黑茶产业，更新改造茶园，开发
适合都市人即冲即泡速食品种，下大
力撬动内销市场。

南北夹击之下， 临湘人坐不住
了。

临湘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彭海
云介绍， 临湘市成立了由市长牵头
的茶业领导小组， 每年设立100万
元的茶业发展专项基金， 大力支持
黑茶、 绿茶、 黄茶发展； 积极组织
将“临湘青砖” 申报为地理标志产
品； 与赤壁市联手申报“中国老青
茶之乡”。

“整合各项涉农资金，支持茶业
发展的财政资金每年超过了1000万
元。”临湘市农业局局长余良介绍，根
据市里制定的茶业发展规划，2020
年， 全市茶园面积要从目前的7万亩
发展到20万亩， 茶业年产值要达到
10亿元；重点支持永巨、明伦两大茶
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永巨、明伦两大企业，更是憋足
了一股劲在大干快上。尤其是永巨茶
业，引进省茶业公司，着力打造“中国
青砖第一品牌”。记者看到，永巨茶业
新征的20多亩地已平整到位， 投资
2000多万元、 年产9000吨黑茶的新
生产线即将开建。

“临湘黑茶要打响内销市场，品
牌推介迫在眉睫。” 彭海云介绍，
2007年，永巨茶业一块压印有《岳阳楼
记》的茶匾，在省农博会上卖到3000
元， 名噪一时。 临湘茶业要扩大影
响， 需借助各方力量、 利用多种平
台，“如，假若能开发聂市的茶马古道
旅游线路，对扩大临湘黑茶影响肯定
有益。”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利群）今天，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
等方面的专家，对湖南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402队承担的《长沙市浅层
地温能资源调查评价》项目打出了93
分的高分，评定等级为“优秀”。记者
在评审现场获悉， 根据调查发现，长
沙市浅层地温能每年可利用资源量
557亿千焦， 折合标煤1904万吨，经
济价值13亿多元，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630万吨等。
浅层地温能是指蕴藏在地表以

下200米内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
中，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一般低于25
摄氏度的热能。借助热泵系统，浅层
地温能可以成为热源，也可以成为冷
源，有“天然空调”之称。作为一种可
再生的新型环保能源，浅层地温能的
利用前景广阔。据测算，浅层地温能
的能效是常规空调的2倍， 运行费用

仅为常规空调的50%至70%。
长沙市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项

目， 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
“全国地热资源调查评价” 计划项目
之一。此前，我省还没有开展过这方
面的系统研究。此次调查基本摸清了
长沙市6区及长沙县749平方公里范
围内， 地下200米内的热物性特征、
地温场特征，完成了区内适宜性分区
等，成果填补了我省空白。

据评审会专家介绍，浅层地温能
应用主要分为地下水地源热泵、地埋
管地源热泵两大类。 根据此次调查，
长沙大部分面积不适宜地下水地源
热泵的开发利用，但有62%以上的面
积适宜地埋管地源热泵建设。

地埋管地源热泵应用，即先让地
面水箱里的水通过管道进入地下，利
用地下的温度， 自然冷却或加热；然
后回流到地面上，通过热泵机组进行

制冷或制热。在这一过程中，只需
少量电能就能解决建筑供暖、制
冷及供应生活热水等问题。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主任
文冬光介绍， 目前建筑能耗占全
社会生产能耗的30%。浅层地温能
只要年均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即
可有效利用， 最适宜像长沙这样
建筑物供暖、 制冷时间均较长的
地区。

干部群众对以上15名同志在“执
行政治纪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遵守
廉洁从政规定、 落实作风建设有关规
定、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方面有什
么意见和建议，请于7月5日前以来信、
来电、 来访等方式向省厅局级党政正
职述廉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省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反映。

联系电话：0731-82218238
� � � � � � � � � � � � � 82688945

� � � � 0731-82218097（传真）
电子邮箱：hndflz＠163.com

� � � �邮政编码：410011
� � � �联系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1号省
委大院六办公楼

省述廉评议办（省纪委党风廉政
建设室）

湖南省厅局级党政正职
述廉评议工作领导小组

2013年6月3日

本报南昌6月2日讯（记者 李传新）
初夏5月，来自长沙琴岛的文娱飓风劲
刮洪城南昌。5月31日晚上8时58分，
随着一场集声、光、电等高科技舞台表
现形式于一体的首演开场舞秀———
《赣鄱大地·爱传神州》 惊艳上演，《南
昌·琴岛之夜》 主题文化演出正式开
启， 这是湖南琴岛文化娱乐传播有限
公司继武汉琴岛之后， 再次走出湖南

的又一重大举措。
《南昌·琴岛之夜》启

幕当晚的演出，历时3个小
时。 从节目创意到表演嘉
宾； 从音乐制作到语言提
炼； 从舞美设计到视频效
果等各方面，都匠心独运、
精益求精， 全场演出的设
施、 设备更是达到了世界
级标准。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 南昌琴岛之夜的整场

演出，非常接地气。舞台上如“鄱湖女
神与庐山的故事”、“又唱请茶歌”、“八
一起义” 等节目， 让江西观众印象深
刻。 琴岛演艺总经理陈士清表示，“南
昌·琴岛之夜”将吸纳更多国际、国内
的顶尖级艺术人才， 联合现有的300
多名演职人员，通过歌舞、杂技、相声
小品等综合曲艺形式， 保证在今后的
每一天， 都能上演一场高格调、 高科
技、高规格的豪华视听盛宴。

据悉，《南昌·琴岛之夜》 是由湖南
琴岛文化娱乐传播有限公司、江西艺术
剧院、南昌公用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三方强强联袂、 历时两年系统筹备、斥
资8000万元精心打造的主题文化演
出。琴岛此次落户南昌，集“新思路、新
模式、新概念”于一体，以更挑剔、更专
业的文化创新精神来传承、演绎江西文
化。这也是琴岛演艺产业在全国连锁发
展规划中的又一战略步伐。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陈丽丽）今天下午，投资大师
吉姆·罗杰斯携他的新作《街头智慧：
罗杰斯的投资与人生》造访长沙，与读
者以及投资者分享了自己投资的经验
和人生经历。

作为与“股神” 巴菲特、“金融大
鳄” 索罗斯齐名的三大国际著名投资
家、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的吉姆·罗杰
斯，神采奕奕，演讲幽默风趣。

对于投资， 罗杰斯给大家的建议
是，“每个人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
方式。要投资自己熟悉的行业，如果不
懂的东西千万不要去碰！ 我本人比较
喜欢那些无人关注的、 股价便宜的股
票。 但是做出背离大众的选择是需要
勇气的， 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扎实
的研究和分析。”他一再强调“如果想
要长期地赚大钱，一定要脚踏实地。”

罗杰斯表示， 数字文化产业将会
是一个新的投资热点。特别是在中国，
数字文化产业将发展成为支柱型产业
之一，成为中国经济的又一个亮点。罗
杰斯除了看好数字文化产业外， 还表
示，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农业、科技、污
染防治以及旅游业值得投资者关注。
特别是旅游业， 未来将出现爆炸性增
长。他非常看好湖南的发展前景。

对于近期金价下跌等大家关注的
热点话题，罗杰斯表示，对于黄金价格
的下跌并不感到意外。他继续看空黄金
市场，认为未来黄金价格仍存在下跌空
间。经过数年的上涨，国际金价在近期
持续下跌，但价格或许会在几个月内见
底。他自己目前也持有大量黄金，建议
投资者当前不要买， 但也不要急着卖
掉。“如果黄金价格跌到1100至1200美
元/盎司的话，我会再多买一点。”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 视野

提起黑茶，不少人脱口而出的是安化黑茶与云南普洱。其实，岳阳临湘同样是中国黑茶生产
“重镇”，出口连续8年位居全国首位（外销）。在青海、内蒙古，临湘黑茶更是家喻户晓（边销），
但内销市场难得一见———

临湘黑茶：内销何时火起来
一部视频，记载一段亲情

湖南省2013年度厅局级党政正职
述廉评议工作公告

为进一步促进我省厅局级党政正
职廉洁从政， 根据省委有关加强市州
和省直厅局级单位党政正职监督的文
件精神， 经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

省委、省人民政府同意，确定陈三新等
15名同志为我省2013年度厅局级党
政正职述廉评议对象。 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述廉评议对象：
1、湘潭市委书记 陈三新
2、郴州市委书记 向力力
3、长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剑飞
4、怀化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 晖
5、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胡衡华
6、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肖祥清
7、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主任 吴志雄
8、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金鸢
9、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 舜
10、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世平
11、省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 龚秀松
12、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龙晓华
13、省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童旭东
14、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志军
15、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卜功富

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造访长沙

“要投资自己熟悉的行业”

《南昌·琴岛之夜》大幕开启

长沙浅层地温能开发大有可为
每年可利用资源量557亿千焦，折合标煤1904万吨，经济价值13亿多元

身边���的美丽

6月2日， 临武县三十六湾风
电场云海翻腾，绿意盎然。三十六
湾曾是矿产开采区 ， 污染严重 。
2006年，该县封闭矿区，利用自然
资源，引进总投资5亿元 、总装机
容量4.8万千瓦的风力发电项目
落户，并在山坡上植草绿化，使当
年的重污染区变成了生态家园。

陈卫平 摄

污染区
变成生态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