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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陈永刚 实习生
王晓璟） “有了这多出来的18间教室， 我
们学校60多个学生挤一间教室的状况将
大大缓解！” 今天上午， 站在长沙市教育
考试院腾退办公用房改造出来的教室里，
长郡双语实验学校的刘德华副校长满是欣
喜。

长沙市教育局机关原有两栋办公楼，
前栋为机关科室办公楼， 后栋为长沙市教
育考试院、 长沙市教育基金会等二级机构
的办公楼。 按照有关腾退办公用房的规
定， 今年以来， 该局将后栋二级机构的63
名工作人员， 全部合署到机关办公楼办
公。 空出来的后栋办公楼怎么处置？ 长沙
市教育局负责人了解到， 一墙之隔的长郡
双语实验学校， 75个班只有68间教室， 部
分班级只能挤占美术室、 音乐室等学生功
能用房上课。 经市委、 市政府同意， 长沙
市教育局决定将后栋办公楼移交给长郡双
语实验学校， 使该校增加了18间教室和多
间学生活动室， 总面积达5800平方米。
不仅孩子们上课环境宽松了， 而且让增加

学位、 让更多孩子进长郡成为了可能。
按照中央、 省委的规定， 今年以来，

长沙市迅速开展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
市领导带头， 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
府、 市政协4大家主要领导的办公用房3天
内全部整改到位， 全市79名副厅级以上在
职党政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面积缩水近一
半。 截至目前， 市直单位共腾退办公用房
161间， 市4大家机关共腾退移交办公用
房55间， 18名离退休领导干部办公用房
全部腾退。 对完成腾退后的办公用房， 由
市委办公厅牵头， 市机关事务局统筹调
配， 优先安排长期在外租房和办公用房紧
缺的单位搬入。

长沙市文广新局100多人， 原来只有
27间办公用房， 只好在附近的宾馆租用客
房办公。 此次调剂该局增加了19间办公
室， 所租客房全部退出， 每年可节省租金
40多万元。 长沙市体育局从原来购置的
嘉盛华庭全部搬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
原房产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拍卖， 估值超
过1300万元。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冰岛打‘洋工’那段日子，让我刻骨铭
心。 死亡线上活过来， 我理解了生命的意
义。 ”

7月30日，在沅陵县官庄镇，周德清与
记者谈起这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一把好砌刀，
意大利公司念念不忘

2002年4月8日，春寒料峭。
这天，周德清与5位同乡，从大山深处

的沅陵官庄镇黄壤坪村， 踏上了去冰岛打
“洋工”行程。

从内心来讲，他并不情愿，儿子刚满2
岁，妻子在家服侍年迈父母，还要干农活，
实在太辛苦。 最放不下的，还是当地10多个
孤老的生活。

但是靠在村里做兽医的微薄收入，养
不了家，更无法继续行善之路。

“出去闯闯，也许会有赚钱的机会。 ”周
德清走出家门。

冰岛工地旁，是一座冰山，四周荒无人烟。
工程项目是在一条300米长、融化的冰

河上修建电站， 有40多个国家的工友一起
参加建设。

周德清干的活，是给大坝面抹混
凝土。

周德清以前砌过墙， 手法老道，
抹的坝面匀称光滑，质量可
靠，再加上厚道老实，经常
受到外国监工夸奖。

这让中
国大山走出

来的农民汉子， 感到脸上有
光， 坚定了好好干下去的决
心。

回忆起这份自豪感，周
德清说， 如今那家意大利劳
务公司，每年打电话给他，询问愿不愿再去
做事。

百米高摔下，
幸遇俄罗斯神医

打洋工第一个月， 周德清拿到了2.1万
元工资。 这在当年，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

在冰岛的两年多，除了思念家人，周德
清想得最多的， 是他一直照顾的10多位孤
寡老人。

到了年关， 他把置办年货的钱， 还有
“红包款”，提前寄到家里，打电话叮嘱妻子
替他行孝，请老人们吃顿年饭，把钱物一个
个送到位。

2004年7月的一天， 周德清在100多米
高的大坝边沿，埋头干活。

忽然，从冰山扫过来一阵强风，使他摔
到坝底施工现场， 半寸粗的直立钢筋穿透
腹腔，刺破肚肠，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当
场昏死过去。

工友急忙切断钢筋， 连人带钢筋抬到
外国劳务公司租来的专机上， 送往冰岛首
都最大的医院抢救。

医院宣判了他“死刑”。
好在医院一位俄罗斯专家诊断后认

为，及时做左肾和脾脏手术，有苏醒过来的
希望，但不一定保命。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努
力。 ”在外国劳务公司坚持下，医院给他做
完手术，放在无菌室留观治疗。

48天后，奇迹发生，周德清苏醒过来。

睁开眼那瞬间，他感觉自己这趟从鬼门
关打转回来，如同做了个梦。

这在当地，成为爆炸性新闻，冰岛国家
电视台和报纸争相做连续报道。

活着回乡，
1公里“长龙”接风

强大的生命力，给了医院继续手术的信
心。

专家开始给周德清“人造肚皮”，从他大
腿上切皮肤，移植到腹部。

2个月后，周德清开始下床活动。
为让周德清保证营养，恢复胃口，医院为

他开“绿灯”，允许从国内赶去照料他的妻子
在医院生火做饭，让他每餐吃上家乡饭菜。

周德清国外意外受伤，牵动远隔万里的
父老乡亲。

那段时间， 每天有人上门打探他的消
息。 一些孤寡老人哭诉他的好处，烧香求菩
萨，保佑他长命。

得知他大难不死，老人们喜极而泣，对
村里后生们说：“积善行德，好人终究有好报
啊。 ”

2005年3月，周德清回到朝思暮想的家
乡黄壤坪。

到家那天，1公里的集镇街道两旁，站
满了迎接他的乡亲。

81岁的村民郑宝玉激动万分，拖着残疾
的双脚，慢慢挪到街上，把自己积攒的6个鸡
蛋，交到周德清手上，嘱咐他补补身子。

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淌下了热泪。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陈凯军） 一种长在森林中的珍稀植物———
青钱柳， 真正成了绥宁农民的“摇钱树”。
今年， 青钱柳茶每公斤售价逾1000元。
仅此一项， 黄桑坪的农民增收1300多万
元。 当地种植大户杨良贵高兴地说， 世行
贷款项目的扶持， 让青钱柳茶走出大山，
造福消费者， 致富一方农民。

青钱柳俗名“摇钱树”， 是第四纪冰
川幸存下来的珍稀树种， 生长在中国南方
海拔500-2500米的山地森林中。 绥宁县
黄桑坪多为原始次生林， 青钱柳树在此生
长旺盛。 9年前， 林业系统退休干部刘新
华成立湖南青钱柳科技开发公司， 研发青
钱柳茶叶。 通过科学检测， 青钱柳茶含有
丰富的硒、 锌等微量元素， 降血糖等保健
效果良好。 公司组织专家开展科研攻关，

解决了青钱柳种子收集难、 发芽率低的难
题。

2010年， “青钱柳资源保护与开发
利用” 列入世行贷款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项
目， 黄桑坪作为青钱柳种植基地， 新造
2000亩青钱柳示范林， 世行贷款以补助
的形式为农民购买苗木、 提供技术培训、
指导、 咨询等服务， 辐射带动全县农民种
植青钱柳50000亩。

走“公司＋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之
路， 湖南青钱柳科技开发公司建立了现代
化的茶叶生产线， 带动黄桑坪乡家家栽
树、 户户制茶。 两年前上堡侗寨成功入选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黄桑坪生
态旅游升温， 青钱柳茶叶价格直线攀升，
每公斤从400元涨到1100元， 当地年收入
过10万元的种植大户已有48户。

长沙腾退办公用房216间
●18间成长郡双语实验学校教室
●79名副厅级以上在职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

缩水近一半

世行贷款项目致富绥宁农民

摇钱树真的“摇钱”

冰岛造肚皮，吉人天相
———“好人周德清”系列报道之二

身残志坚，笔耕不止
7月26日，花垣县排吾乡董马村，龙江（笔名：龙震南）在家里进行文

学创作。 他自幼肢体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目前和父亲一起生活。 他从
1999年开始写作，经过10余年的历练，2010年，其诗歌作品《冬雪》被《飞
越边缘中国网络文学精品集》录入，同年先后加入县、州作家协会。 2012
年，县残联给他配备了电脑，为他创建了“震南文学创作室”，支持他写
作。 本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龙恩泽 摄影报道

身边的美丽

国家AAAA旅游景区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关山村葡萄熟了 电 话：0731-87940011

身边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