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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8日讯（通讯员 刘志平
朱静颖 记者 胡宇芬） 今天从省科
协传出好消息， 刚刚在南京结束的
第28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我省代表团共获得5枚金牌和10
枚银牌，金牌数居第3位。另外，还获
得不同类别的专项奖9项。

本次参赛的15个创新项目全部

获得银牌以上奖励，开创了我省参加
大赛以来的新纪录。其中，长沙长郡
中学的龚岸榕、姜泰羽、曾天与，宁乡
一中的唐贝茜，长沙雅礼中学的樊叶
心，娄底三中的谢晓望和长沙长郡中
学的刘鹏坤等同学的5个项目获得金
牌。9个高中项目全部夺得银牌以上
奖励，获得高考加分资格。值得一提

的是，在今年大赛与高考保送脱钩的
前提下， 我省能取得如此骄人成绩，
对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开展
将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教育部、
科技部、江苏省政府等9家单位共同
主办， 是目前国内面向在校中小学
生开展的规模最大、 层次最高的青

少年科技教育活动。本次大赛以“中
国梦·科学梦·青春梦”为主题，共吸
引364个学生创新项目、200个科技
辅导员创新项目参与评选，142幅科
学幻想绘画和163项优秀科技实践
活动参加展示。此外，来自德国、法
国、 日本等14个国家的60余名国际
代表也参加了展示和交流。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王文隆）
车载式浮尘高效捕捉装置、 简易顶
棚实时扫雪机、 多功能省力提物拐
杖， 这些新颖实用的发明都出自长
沙中小学生之手。 记者从今天开幕
的长沙市科协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获悉， 该市决定授予彭弋扬、 严嘉
麟、 胡嘉琛、 刘锦、 蔡诗敏、 罗嘉
铭、 周晅民、 陈鑫、 陈祥、 肖泽豪
10人首届长沙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

长奖。
这10名获奖学生都是发明创

造的佼佼者。 长郡中学高三学生彭
弋扬为主发明的 《车载式浮尘高效
捕捉装置》， 获第31届湖南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他发明的
《内胆式节能自控充气拱门》 获国
家专利。 明德中学高三学生严嘉麟
发明的 《简易顶棚实时扫雪机》 获
“第28届长沙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 一等奖并获得专利， 还参加了
2011中国 （长沙） 科技成果转化
交易会百姓发明展览。 雅礼中学高
三学生胡嘉琛的“高速公路行车差
异化信息服务机器人”
发明项目， 获第26届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创新奖一等奖。 毕业于
湖南一师二附小、 现就
读于青竹湖湘一外国语

学校的刘锦， 以小发明 《银行自动
取款机拿卡提示装置》 获“第32届
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金
奖。

欧阳金雨

“我希望自己是一条小小的田埂，
让劳动的人们，开心地走过”。

这句话最近很有名，网上有人给取
了个好听的名字———“田埂说”。

说话的这个人名叫廖月娥。她是长
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新合村一名普通
妇女， 却是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
人， 登上了中国文明网的 “中国好人
榜”。她的事迹最近频频被新华社、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大篇幅报
道。

浏览完网上关于她的所有新闻，笔
者以为 ，她的事迹就如 “田埂说 ”一样
“简单”。

爱老人，让她感到安心。有人说，对
待老人的态度，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善良
的标准。当有人还困惑于 “扶起跌倒老
人会不会反被诬陷”，纠结于“今年过年
要不要回家看看 ” 的时候 ， 廖月娥从
1983年至今，已先后在家里无偿照顾了
5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和残
疾人，为其中的3位老人养老送终。面对
赞扬，她只说：“孤寡老人就像失了伴的
鸭子，能管管，很安心”。

爱别人，让她感到开心 。许多人可

能有过这样的经历：碰到一身异味的乞
讨者、流浪汉，总是绕道走；挤在上下班
公交车的人潮中 ， 不愿与他人视线相
接；回家总是关上窗锁上门 ，从未见过
左邻右舍的笑脸……当冷漠成为了许
多人的面具， 廖月娥却总是笑意盈盈。
她说，“人多吃饭香”， 因此要常叫村里
人来家吃饭；她说，“有福要同享”，家里
出了新菜， 总想着给别人送一点尝尝；
她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爱生活 ，让她感到幸福 。幸福是一
种感受，有人认为坐拥金山 、锦衣玉食
是幸福，有人认为位高权重 、号令一方
是幸福，有人认为金榜题名 、洞房花烛
是幸福。廖月娥没有好房 ，没有多少存
款，但人缘好、家庭好，廖大姐与丈夫周
大哥说，自己很幸福！

原来，她要做的田埂 “不简单 ”。即
便每天任人走、被人踩，却从不抱怨；就
算每天在付出、在奉献，却不被人看见；
成就了别人的好， 冷落了自己的发展，
内心还会感到由衷地幸福 、快乐 ，这是
怎样一颗无私的心。

诗人雪莱曾说：道德最大的秘密就
是爱。读懂了廖月娥的“田埂说”，便可
以从她高尚、简单、纯洁的精神世界中
寻得某种启迪。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王文隆）长
沙科技人5年追梦， 科技竞争力居全
国省会城市第6位， 成为全国科技进
步示范城市、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今天，该市科协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开幕。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
炼红，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中国科
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黄伯云出席。

5年来，长沙市科协及其所属团
队在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 促进科
技与经济融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全市累计完成科技研发投入570
多亿元，年均增长34.7%，为长沙科
学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易炼红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按
照省委“六个走在前列”要求，掀起新
一轮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大提升
热潮，这对全市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为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施
展才华、勇攀高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舞台。要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
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积极促进
产学研结合， 加快科技成果孵化、转
化、产业化，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 按照平台向企业集
中、人才向企业集聚、政策向企业集
成的思路，注重培育顶天立地的企业
航母，加快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
计划， 大力发展铺天盖地的小型巨
人，形成一批拥有自主技术、自主品
牌的产品和企业，加快推动“长沙制
造”向“长沙创造”转变。

易炼红强调， 要努力推动长沙
全民科学素质居于全省前列、 处于
全国省会城市领先水平。 要深化科
技管理服务体制改革， 优化科技资
源配置，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平台建
设。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进一步浓
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彭雅惠）首届
中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简
称“绥博会”）今天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开幕。 副省长何报翔率我省代表团180
余人参会。

绥芬河是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百
年口岸”, 是我国与俄罗斯等东北亚国家
通商贸易的重要口岸。此次博览会由中国
国际商会、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参会
客商达6.5万余人次，其中一半来自境外。

我省组织了43家企业参加绥博会，
全部于“湖南馆”内进行商品展销，展台
面积近600平方米， 展品主要分为绿色
食品、轻工电子、纺织服饰、箱包皮具四
大类。其中，邵阳参展的12家箱包企业
在一字排开的展位上竖起“中国箱包生
产基地———中国邵阳”展牌，中俄双语
标识，颇为引人眼球。据省贸促会会长
李沛介绍，我省缺乏与东北亚国家的外

贸渠道，口岸是最好的平台。口岸贸易
实物性强，货物交易种类驳杂，单笔交
易量较小，适合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因
此，省贸促会组织参展的湘企全部为有
意开拓东北亚境外市场的中小型企业。

何报翔巡视湖南馆时鼓励企业多
接触、了解东北亚市场，沟通渠道、寻找
商机。 何报翔表示， 湖南作为农业大
省，在轻工、食品行业具有竞争力，大量
中小企业从事此类商品产销， 但受资
金、信息、渠道限制，难以“走出去”。这
次由省政府组织、省贸促会牵头组团参
展是很好的平台。

黑龙江省副省长孙尧参观湖南馆
的箱包、麻服饰等展品后说：“你们有生
产优势， 我们渠道顺畅， 要多加强对
接。”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对俄罗
斯市场的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03%，在
我省所有境外贸易市场中增幅居第一。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结束

我省代表团夺金数居第三

长沙颁发10名学生创新奖

廖月娥的“田埂说”

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开幕

43家中小湘企“试水”东北亚市场

易炼红出席长沙市科协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强调

推动“长沙制造”向“长沙创造”转变

8月8日，相声演员、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大兵受聘担任武警湖南总队
政治部文工团艺术顾问。大兵接过聘书，幽默地说：“大兵又当兵，大兵
变老兵”。大兵实名任军，“大兵”是他入伍在部队文工团时取的艺名。退
伍后，他经常到部队慰问演出，并辅导部队基层文艺工作。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