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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邵干旱走廊抗旱直击众志成城伏旱魔

本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曹良海 罗佳成

8月15日， 太阳已没前几天炙热，

隆回县羊古坳乡
雷峰村，袁隆平院
士超级杂交稻高
产攻关试验田里
的水稻已经勾头，
沉甸甸的稻穗在
阳光下煞是可爱。

基地负责人
王化永在试验田
里来回穿梭，仔细
察看每丘田泥土
的湿润情况。

“试验田里已
经没有一滴水了，
有的田已经开始
泛白。幸好昨天下
了一点毛毛雨，打
湿了禾叶。”

王化永的108
亩超级杂交稻试
验田，今年选种的

“湘两优2号”，承
担了袁隆平院士
第四期超级杂交
稻 大 面 积 亩 产
1000公斤攻关的
重任。

2011年，他的
试验田首次突破

了900公斤，达到926.6公斤，创造了世
界纪录,曾被国务院领导称赞为“不但
给中国人挣了‘里子’， 还挣了‘面
子’”。

可今年持续的干旱使王化永陷入
了极度的焦虑和担忧中。 原本供试验
田灌溉的三都河在一周前就已干涸，
只有在低洼处有些许积水， 试验田处
在无水可灌的困境。

“现在正是水稻二次灌浆、壮籽的
关键时期，水稻缺水，就会引起根系萎
缩，禾叶泛黄，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
增加空壳率，降低谷粒的千粒重,导致
产量降低。”站在田埂上，王化永握着
一把稻穗，心疼地说。

为了解决缺水问题，王化永也想
了很多“超级”办法。他保留了往年被
拔得干干净净的田埂杂草，通过杂草
遮住阳光，降低水分的蒸发；在中午
气温最高的时候，用喷雾器向禾叶喷
洒水，保持禾叶的湿润度，以免被高
温灼伤， 导致叶片光合功能失效；他
还在试验田边一口气打了7口井，抽
水灌溉。

“水井的水量太少了，24小时抽水
也只能灌溉9分田。 计划再打几口井，
能保多少算多少。”已在试验田“泡”了
67天的王化永，满脸倦容，语气中充满
了深深的无奈。

“我们也是想方设法给试验田引
水， 可干旱的时间太长了，附
近的水源已经枯竭，最近的中
团水库离试验田也有10公里
远，每次放水，由于路途太远，
加之渠道渗漏，到这里已经所
剩无几。” 羊古坳乡党委书记
米成柱说。

“今年4月15日播种，5月10日移
栽，我们遵循‘良种、良法、良田、良态’
的‘四良法则’，一亩田插了9033株，禾
苗长势比历年都好，根据抽样测算，平
均每穗达到了234粒， 最多的每穗有
400多粒，只要千粒重达到27克，今年
极有可能突破亩产1000公斤大关。但
缺水，让我寝食难安。”王化永不无遗
憾地告诉记者，“可以说，创造奇迹，就
差临门一脚。”

据王化永介绍， 试验田的水稻大
约要到9月15日才能全部成熟，收割还
要延长几天，总共还需35天，这期间至
少还要灌3次水。

“前几天， 袁隆平院士还打来电
话，了解试验田的旱情，并叮嘱我尽力
多保一些。”王化永有点激动地告诉记
者，“今年4月9日， 在海南举行的中国
超级杂交稻第四期目标亩产1000公斤
高产攻关启动会上， 我还跟农业部韩
长赋部长和袁隆平院士汇报了基地的
情况，并邀请他们收购时来见证奇迹。
可现在缺水，心里就没底了。”

“县、乡、村的干部每天都在帮忙
想办法，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
袁院士实现梦想。”米成柱说。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勇）8月14日至15日，全
省统一战线助推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南县·大通湖片区行”启
动。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
微微，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主
委赖明勇，与50余名省内外民建、
工商联会员企业家一道， 走进益
阳南县大通湖片区， 对接生态项
目建设， 助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发展。

李微微一行考察了益阳高新
区东部产业园、艾华电子、沅江太
阳鸟游艇公司等企业， 并听取了
产业项目对接汇报。袁世运、张稼
祥等企业家建议， 湖区发展要借
鉴沿海经验， 发掘自身独有优势
和资源。柳庆新、叶明强等企业家
建议，做足生态资源文章，打造宜

居旅游之乡。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有自身

的发展需求， 统一战线有自己的
优势作用。两方面无缝对接、同频
共振，才能实现相互促进、合作共
赢。”李微微说，我省正助推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统一战线要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党
派、工商联联合调研、把脉问诊，争
取国家层面的政策、项目、资金支
持。要提供技术支持，联合海内外
专家学者进行生态技术研发攻关，
推动产学研用相结合，助推特色种
养殖科研专利成果转化。要提供项
目支持，围绕发展食品工业、水产
养殖、生态农业等产业进行项目对
接，积极参与南县大通湖片区生态
经济示范基地建设，为洞庭湖生态
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乔伊蕾
实习记者 于振宇 ） 今天下午，

“2013湘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周”
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在会
上发布新闻：9月17日至25日，我省
将首次在台湾举办以文化创意产
业为主题的大型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
台办主办， 台湾旺旺中时传媒集
团合办， 省直有关单位和相关市
州共同参与，以“湖湘韵味湘台情
缘”为主题，旨在加强文化创意产
业交流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展示
湖湘灿烂文化， 推动湘台两地文
创产业合作共赢。9月18至22日，
湖南代表团将在台北华山文创园
区举办湘绣湘瓷、湘书湘茶、摄影
展览等活动。9月24日在台北新舞
台剧院举办“洞庭鱼米乡———湖
南精品艺术节目展演”， 活动期
间， 台湾中天电视台还将展播为

期一周的湖南电视优秀节目。同
时， 还将举办湘台文化创意产业
合作研讨会， 邀请湘台两地相关
代表人士围绕促进湘台文创产业
合作、 打造湘台文创产业集群开
展对话。

为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我
省还邀请了15家台湾媒体、6家中
央媒体来湘， 参加第十届海峡两
岸媒体来湘联合采访活动。 他们
将于8月15日至20日分赴我省各
地，采访报道湖南文创产业、文化
资源和风土人情，宣传、推介此次
活动。

许又声表示， 希望通过深入
考察台湾文创产业， 广泛联合台
湾文化界人士， 认真学习台湾文
创产业的发展经验， 积极寻求合
作契机， 搭建湘台文化交流合作
桥梁， 促进湘台两地文创产业深
入合作。 同时也为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郭丁文 ）“坚定不移地推进大
河西先导区的大开发、 大建设、 大发
展， 坚定不移地朝着近期目标和长远
目标挺进， 坚定不移地创新管理体制
和运营机制，乘势而上建成产业新区、
高端新城，打造全省、全国的两型‘标
杆’。” 在今天召开的长沙大河西先导
区规划提升暨项目建设会上， 省委常
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的话语充满
激情。

5年来，先导区紧紧围绕资源节约

和环境友好的发展理念， 创新体制机
制，高度自觉实践，一以贯之坚持，探
索了两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 取得
了两型社会建设的初步成效。5年共实
施4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时
限从平均220日缩减到42日， 共投资

120亿元实施生态环境建设项目80个，
投资400多亿元，共建设道路基础设施
和水电气讯等市政项目200多个，形成
了180万人口的承载能力。

易炼红要求， 要瞄准国际品质来
提升大河西先导区的规划建设， 把两

型“标签”擦得更亮，做到“一年一个
样、三年成规模”。要进行高起点的功
能定位： 着眼于大长沙、 新长沙的建
设，与河东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强劲互
动的格局。 要避免走过去的老路和一
些城市走过的弯路， 从规划建设之时
起就着手解决“城市病”的问题，尽可
能做到少留遗憾、不留败笔。要以片区
为单位，相互之间形成统筹协调、统一
推进的合力； 要推进高质量的项目建
设；要培育高端化的产业体系；要提供
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7口井伺候“超级稻”
———隆回县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试验基地王化永试验田见闻

统一战线启动
“南县·大通湖片区行”
李微微：把优势作用与发展需求无缝对接

“湖湘韵味湘台情缘”
“2013湘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周”9月在台举行

易炼红在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规划提升会上强调

乘势而上建成产业新区高端新城

王化永在试验田查看超级杂交稻的长势。
本报记者 胡信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