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技推广
为粮食安全“保驾”

示范推广3类技术，确保水稻优质高产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张尚武 实习生 毛祥任）标

准化种田，真是个技术活，离不开农技推广“保驾”。记者
今天从省农业厅获悉， 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今年重点示范
推广3类节本增效技术，为水稻优质高产提供技术支撑。

近年来，我省大力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规范化建
设，争取中央财政投入4.284亿元，省财政配套3000万
元，支持2107个乡镇农技站建站房，采购仪器设备，改
善服务条件。重点培训基层农技人员4591名，大幅提升
乡镇农技员的专业技能水平。

依托基层农技员队伍，我省农技推广主攻水稻优质
高产，在保证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
全。以促进水稻生产节本增效为目标，全省重点组织开
展3类技术的示范推广：一是以水稻免催芽育秧、机插
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轻简栽培技术；二是结合农技推广
补助项目的实施，推广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三是
开展水稻抗逆栽培示范，推广规避或缓和高温受旱及寒
露风不利影响的抗逆增产技术。

省农技推广总站站长姚正昌介绍，为确保三类技术
的示范推广， 全省在乡镇农技站开展星级服务创建活
动，比服务、比贡献，在年底评定100个五星级乡镇农技
站，评选100名农民满意农技员。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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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屈原历史虚无论 析爱国精神历史成因

郭建勋独家解读
屈原文化意义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朱永华）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屈原其
人？寄寓其身的爱国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对于这些引起过争议的
文化命题，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建勋教授在27日的“湖湘大学
堂”上，用他独到的学术眼光作了明确深刻的解读。

针对屈原历史虚无论者的疑议，郭建勋教授指出，先秦史籍
中确实没有关于屈原的任何记载。但是，其一，屈原在他的作品中
多次对楚王的行为进行直接严厉的批评，必然不容于楚国当时的
统治者，所以楚国典籍故意不记载；其二，有关文献遭秦火散佚，
故而不传；其三，从《史记》到《报任安书》等后期史料形成的“证据
链”是难以否认的。

至于爱国精神的历史成因 ，郭建勋教授认为，先秦时代人们
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先秦文献都论述过

“忠君”，却没有“爱国”，而现在把屈原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相联，
是一种“接受学”上的意识积淀。屈原身上存在的浓烈而执着的故
国乡土之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漫长的接受过程中，经由
后人的扩张和提升，形成了中华文化历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
爱国主义。他还指出，最早将屈原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
是宋代的洪兴祖。

《巴士进行曲》在湘拍摄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陈薇）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公共交通将

会陷入怎样的慌乱？常被人们忽视的这群城市公交从业者又是如
何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另一种灿烂的？一部以城市公交从
业者为题材的青春励志电影《巴士进行曲》正在湘热拍。

据悉，该片取材于现实，以一位30年未出过安全事故的长沙
公交女司机的真实故事为原型，通过城市公交两代从业者从“代
沟”走向融合的戏剧性过程作为故事主线，生动呈现了发生在城
市公交从业者身上朴实动人的故事。该片由潇湘电影集团与容丞
和悦（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今天， 该片摄制组来到长沙的橘子洲头进行了部分场景拍
摄。除了橘子洲头，还将有更多长沙的风土人情会在影片中得到
呈现。本片编剧吴瑕兼任导演一职，她是一位1988年出生于长沙
的湘妹子。作为国内的一名新锐青年导演，吴瑕表示，将镜头转向

“城市公交从业者”，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城市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却又往往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角色，在他们身上有着平凡
而又伟大的职业操守， 而这部影片也将被打造成一部草根派的

“正能量”影片。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现状下，她希望通过这部影片
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据介绍，本片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艾丽娅领衔主演，男主角则
由本土笑星李清德担任，预计今年国庆期间在全国上映。

“家是讲爱的地方”
台湾“心灵魔术师”张怡筠来长开讲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李国斌）“家是讲爱的地方。”5月28
日，台湾著名心理学家张怡筠受邀来到长沙，并以“温馨之家”为
题开讲。

张怡筠是著名心理学家、情商研究专家、美国乔治亚理工学
院心理学博士。她从1996年开始做情商方面的研究，被誉为“心
灵魔术师”。

在张怡筠眼里，一个人是否幸福，与金钱、名誉、地位无关，而
要看这个人是否乐观。张怡筠认为，一个家庭更幸福的因素是夫
妻关系，夫妻意见一致的时候很温馨、很和谐；当意见不一致的时
候，就体现出经营幸福家庭的能力。情商高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指导原则，叫“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有情绪的时候，先让情
绪安静，让理性恢复，才能有创意地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何和孩子建立和谐温馨的亲子关系，怎样培养孩子高情商？
张怡筠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和自信。她总结出“八
字箴言”：“接纳情绪，设立规矩”；“表扬特质，批评行为”。

本报记者 李勇
通讯员 黄璐 刘亮

蒜苗炒猪头肉 、黄瓜 、空心
菜、 西红柿蛋汤。5月29日中午，
茶陵县50岁的环卫工人刘长娥
走进县检察院食堂，递上一张爱
心餐票 ，打了一份饭菜 ，开心地
吃了起来。

和刘长娥同坐一桌的，还有
她的三名环卫工同事和茶陵县
检察院检察长周育平 。“今天菜
的口味还好吗 ”、“不要客气 ，你
们吃饱吃好”……检察长和环卫
工人边吃边聊，气氛融洽。

从5月8日开始，从周一到周
五 ， 四名环卫工人的早餐和中
餐 ，都是凭着一张小小的 “爱心
餐票”，在这里解决的。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茶陵县检察院的检察官
们开展 “面对面来挑刺 ”走访活

动 。在县犀城大道 ，他们遇到了
环卫工人刘长娥，于是向她征求
环卫工人对检察工作的意见。时
值正午 ，聊了几句之后 ，刘长娥
拎出早上出门从家里带的盒饭，
在熟识的店家要热水、 泡饭，然
后蹲在路边吃。

看到这一幕， 检察官们有些
心酸。原来，负责清扫县检察院附
近街道的环卫工人有4名，每天凌
晨4时开始工作，清扫完毕后还要
负责区域内巡查保洁。吃饭，对于
这群“马路天使”来说是大问题。
环卫工们有时带着盒饭上班，中
午找个店家要点开水泡一泡，有
时就在路边摊上买几个包子馒头
对付。 夏天天热， 前晚准备的盒
饭，到中午往往变馊了。

“这是为了城市的洁净默默
付出的一群人，他们理应赢得尊
重和关爱！” 检察长周育平和其
他院领导商量后一致认为，院食

堂为4名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午餐， 不会增加多少食堂成本，
却缓解了环卫工人的经济压力，
解决了他们就餐的大问题，体现
了检察官的爱心。他迅速安排办
公室人员印制了一批 “爱心餐
票”， 当天下午就送到了清扫县
检察院附近街道的4名环卫工人
手中。

热饭热菜，暖了环卫工人们
的心 。同堂同桌就餐 ，餐饮标准
和检察官一样， 一荤两素一汤，
刘长娥和她的同事们吃得津津
有味 。更让他们高兴的是 ，检察
院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茶水，在
传达室安排了临时休息场所。检
察长也说了， 这个爱心行动，他
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这里真好，人好热情。只要
做得动，这份工作我会一直做下
去 。”走出食堂 ，面对记者 ，刘长
娥的声音有些发颤。

中国城乡超市
供应链平台宁乡站上线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朱智）湖南省万村千乡农村
信息化试点工程、中国城乡超市供应链平台86077.com
宁乡站昨日正式上线。 近百名超市商家在现场成功注
册上线。至此，宁乡站上线入驻超市商户达1300户，供
应商品5000种以上。

86077.com中国城乡超市供应链平台，由中国凯利
集团湖南现代农商信息有限公司投资创办， 是湖南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齐全的农村电子商务专业平
台。平台服务模式从流通信息化入手，将厂家直接认定
的供应商和超市商家在网上直接对接，减少采购成本，
保证产品质量；平台同时与银联合作，为商家提供金融
服务。

资兴保灌溉不留死角
本报5月29日讯 （柳德新 阳小明 何海晖）“大壁垅水库

右干渠整修一新后，今年抗旱就不怕了！”5月27日，资兴市东
江街道办事处铁厂村主任陈继林告诉记者。

大壁垅水库于2012年实施除险加固， 但由于渠道没有
配套改造，满满一库水却无法灌溉到田。在2013年特大干旱
中，水库下游大部分稻田失收或无水栽插。在2013年度“小
农水”项目建设中，资兴市瞄准灌溉死角，推进耕地灌区化、
灌区节水化、节水长效化建设。据悉，资兴市2013年度“小农
水”项目总投资1609.92万元，衬砌干支渠10条21.40公里、斗
农渠53条36.95公里，整修山平塘43处，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1.49万亩，彻底改变过去“望天收”的局面。

本报记者 邓晶琎

谈及传统化工产业，人们常将其与
“污染”一词相联系。5月下旬，记者走进
位于衡阳松木经开区的建滔化工有限
公司，却惊喜发现，这里的厂房干净整
洁，见不到废水废渣排放。

“整个园区已经形成了循环化工产
业链，通过‘变废为宝’，成功解决了废
渣废料的污染问题。” 建滔化工有限公
司董事长、香港人李保文向记者介绍。

建滔化工于2004年4月由香港建
滔化工集团在衡阳独资设立，投资总额
为4.6亿港币。主要生产经营聚氯乙烯、
离子膜烧碱、过氧化氢等及其副产品和
其他化工产品。目前是中南地区规模最

大的氯碱生产基地。
“近年来，随着建滔化工产品需求

旺盛，我们的主打产品烧碱产量大幅增
加，”李保文透露，产量增长也带来新的
问题：伴生副产品———氯气如何处理？

建滔化工的难题，在松木经济开发
区的“循环经济”模式中得到破解。

李保文介绍， 开发区通过招商选
资，先后引进了骏杰化工、锦轩化工、达
利化工等企业。它们利用建滔化工管道
输送过来的废氯气， 分别生产氯化石
蜡、ADC发泡剂、 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
等化工产品；而这些企业产生的副产品
氯化氢，又返回销售给建滔化工生产聚
氯乙烯。 同样位于开发区的金山水泥，
又将建滔化工等化工企业的电石渣作

为生产水泥熟料的石灰质原料之一。
这样一来，骏杰化工、锦轩化工、达

利化工等企业无须从外地高价购入氯
气，大大降低了成本；建滔化工也节约
了处理废氯的资金，“变废为宝”。

建滔化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
落后工艺， 将氯碱生产过程中的废水、
废气、废渣“三废”吃干榨尽，由此得“大
道”， 成为全国化工行业发展循环经济
的典范。在国家工信部确定的全国首批
23项工业循环经济重大示范工程中，建
滔化工的氯碱循环经济产业链及废水
“零排放”工程名列其中。

在建滔化工的龙头带动效应下，新
澧化工、恒光化工、建衡实业等30多家
衡阳化工产业下游企业迅猛发展。衡阳

的传统化工产业由此脱胎换骨，转型升
级。

“衡阳的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让
我们安心在衡阳发展。” 今年是建滔化
工在衡阳建厂10周年，李保文也坚定了
扎根衡阳的信心。

据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海兵介
绍，目前，衡阳市有港资企业96家，占全
市三资企业总数的60%。 以建滔化工、
镭目科技、华意机械、林隐假日、华耀城
等为龙头的港资企业，已发展成为拉动
衡阳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

2013年， 衡阳市港资企业吸纳就
业人员3万余人， 占全市外资企业总就
业人数的30%； 实现销售收入约43亿
元，占全市外资企业销售收入的35%。

循环利用，吃干榨尽“三废” 文化动态
港商入湘 年30

湖南电网奋力抗灾

因洪灾停电线路
全部恢复供电

本报5月29日讯（通讯员 张朝晖 记者 李伟锋）受
连续强降雨影响，全省部分农村输配电线路受损，少数
高低压农网倒杆断线。 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各级
抢修人员迅速出击，昼夜奋战抢修，因灾停电线路于27
日下午全部恢复供电。

此轮强降雨， 湖南电网累计倒杆255基、 断线182
处，导致30条10千伏线路、265条400伏线路停运，影响
供电台区1050个，农网停电用户达2.3万余户。省电力
公司出动抢修队伍40余支1600多人，投入抢修车辆297
台次，实施紧急抢修。

“爱心餐”送给环卫工

5月28日上午，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一名孩子懂事地将分到的饼干送给党员志愿者吃。当日，长沙
市桂花坪街道桂庄社区组织辖区内的在职党员、群工站工作人员来到该院，将爱心物资和善款送给这里的
孤残儿童，提前祝福他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