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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尽管春雨连连， 3天的清明小长
假， 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接待
12.6万人次， 同比增长79%。

4月6日下午， 接受采访的市委
书记杨光荣介绍， 围绕产业规划、
产品设计、 旅游服务、 宣传促销、
体制改革等旅游业发展的各个领域，
张家界以“提质张家界打造升级版”
为新定位、 新目标， 正以全新的姿
态扬帆起航。

去张家界，能看的不仅
仅是“山头”

在许多人印象中，张家界除了山
还是山。

近来，有一种现象令人关注，到张
家界，能看的不仅仅是“山头”。

在张家界，长茂山的桃花、龙凤梯
田的油菜花、王家坪的映山红、桥头的
金银花、 澧水河岸的十里樱花……都
是吸引游人的好去处。

永定区尹家溪镇长茂山村支书
黄会涛介绍，3月下旬以来，每天接待

前来观赏桃花的自驾游客6000多人，
遇上周末更是爆棚。

同样精彩的，还有张家界的“大
戏”。 全球首台大型山水实景音乐剧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浓郁民族
风情的《张家界·魅力湘西》，成为张
家界“延伸的美景”，60%的游客点名
要“追爱”与“狐仙”约会。 更令人振奋
的是，近期，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纲
总导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梯玛神
歌》即将公演，张家界三足鼎立的旅
游演艺格局将呼之欲出。

此外，张家界还有八大公山一望

无际的原始林海；城区有民俗集聚的
土家风情园和千年文化老宅老院子；
乡野有中国最大的土家吊脚楼群落
十堰坪和百年沧桑的古镇苦竹寨。

据统计，目前，张家界拥有各类
景区景点300多个。极目张家界，处处
皆是景。

市长许显辉介绍，张家界致力于
打造全域旅游、景城一体的旅游新格
局，一年多来，先后上榜“中国最干净
城市”、“最佳旅游景区”、“年度最佳
自驾游目的地”、“中国旅游竞争力百
强市”等。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清明时节， 开国将军钟伟的长
媳、 平江县三阳乡平源村平头组84
岁农妇李琼英老人， 率5个儿女和众
多孙子， 来到家门口的钟伟墓前，
拜祭将军的英灵。 钟伟将军让子孙
不当干部当农民的故事， 在平江家
喻户晓， 传为美谈。

钟伟， 1911年10月26日出生于

平江县三阳乡， 1930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先后参加了5
次反“围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 南征北战， 多次负伤， 身上伤
疤达53处。 官至北京军区参谋长，
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 1984年6月24
日因病辞世。

将军严于律己， 坚持党性原则，
坚守党纪国法， 一生在工作安排方

面没关照过任何子女和亲戚。 其长
子钟赉良一家两代人生活在老区农
村， 都曾希望得到父亲的帮助， 谋
个好工作,但均被将军以“不要给政
府添麻烦” 而拒绝。 所以， 钟赉良
一家7口有6个始终是农民， 只有一
人是凭考试当上教师。 1984年， 时
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点赞道：
“钟伟真廉洁！”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钟伟勤
俭节约成常态。 据其后人介绍 ,钟
伟退过组织上安排的飞机票； 很少
使用公车； 从不维修故居； 也从不
敛财， 没能给子孙任何钱财。 李琼
英告诉记者， 钟伟唯一的遗产是他
用过的一口军用物资箱。 记者现场
看到 ， 此箱子的铁扣早已锈迹斑
斑。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办法》 规定， 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
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这是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建立多层次、 可持续养老保险制度， 保障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 促进人力资
源合理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高度重视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上
世纪90年代初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 就提出

要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经过多年不断的
改革探索和实践， 企业职工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
系已初步建立并取得一定发展。 2008年事业单位
改革试点启动后的几年时间内， 对建立职业年金
制度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同时， 做了
大量的摸底测算工作。 2015年初，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决定》， 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基础上， 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 在此
基础之上， 《办法》 正式印发实施。 （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颜石敦

挂挡、起步、翻耕……4月3日，
桂阳县太和镇社员村， 种田大户徐
土财驾驶着耕整机， 在一望无垠的
水田里忙个不停。

徐土财在太和镇家喻户晓，以
前他可是柬埔寨一家冶金公司的总
经理。 对这位“海龟”经理放弃高薪
回乡种田，大家都有些不解。

看到记者，身材瘦高、皮肤黝黑
的徐土财停止作业， 敏捷地从耕整
机驾驶室跳下来。

“老徐，到柬埔寨当个经理好好
的，为什么要回来种田？ ”记者好奇
地问。

“2012年4月，我从柬埔寨回家
休假，看到村里一些田抛荒了，很心
疼。 现在农业税取消了，粮食价格还
有国家保护价兜底， 有这么多优惠
政策，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种田？ ”

徐土财一边讲述回乡种田的过
程， 一边向记者分析农民为什么不
愿意种田的原因：人工种田，没有效
益，所以农民不愿意种。

“我想改变一下这种状况，就大
胆承包了数百亩水田， 用海外打工

积攒的钱购买农机， 实行机械化生
产。 我想做个榜样给大家看看，规模
种田可以不那么辛苦，但却有好的效
益。 ”

2013年，徐土财和太和镇8位种
田大户集资1200万元成立锦绣农机
专业合作社， 徐土财任机耕队队长。
目前， 锦绣农机专业合作社有轮拖、
耕整机、 插秧机、 收割机等农机具
200余台。

徐土财告诉记者，现在种田国家
免费提供种子、 化肥和进行技术指
导，还补助购机费、燃油费。 而且市、
县开发办这几年正在大力修整机耕
道，农业生产可方便了。

2014年，徐土财种了600多亩水
稻，每亩平均产量约500公斤，被评
为全县产粮大户。徐土财说：“干完自
家的农活，还可以外出揽业务，帮别
人翻耕、起垄，年收入比柬埔寨当经
理强多了！ ”

今年，徐土财又租种了800多亩
农田，实行“烟稻油”连作模式。 他还
打算在村里新建一个粮食储备仓，目
前正向相关部门申请立项。

“有了粮仓，晒谷、储存就不愁
了。”望着翻耕过的水田，年过半百的
徐土财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4月6日一大早， 宁远县桐山街
道供销合作社惠农综合服务中心员
工把300公斤早稻杂交种、薄膜和抛
秧育秧盘等，装了整整一皮卡车，送
到该县水市镇水市村村头。 原来，这
是该村村民唐义成等30户农民团购
的农资。

唐义成告诉记者：“这次我们团
购的早稻杂交种， 每公斤比零售价
少8元。 ”村民吴小海接着说：“团购
农资，还节省运费，又可以购买到质
量可靠的放心农资， 真是省心又省
力。 ”

近年，为降低种田成本，宁远县
不少农户在购买化肥、种子、农膜、
农药等农资时， 从过去一家一户分
散购买， 逐渐向多名农户合伙“团
购”发展，或由生产合作社、专业协
会进行“团购”。

该县天堂镇头岭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周光红谈起农资团购
眉飞色舞：“去年，我们分3次团购了
种子、农药和复合肥，享受了不少价
格上的优惠： 晚稻种深优9586市场

价50元/公斤， 合作社团购38元/公
斤。 尿素市场价1900元/吨， 团购
1800元/吨。 购买复合肥，我们还专
程到安徽省宁国市的厂家去了一趟，
团购价每吨比市场价低500元。 这样
算下来，合作社社员每亩田能节省农
资开支32元。 ”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自从
农民群众团购农资后，“倒逼”农资经
销商不断在优化服务上下功夫，主动
把销售和服务平台向乡镇、村组和种
植大户下移， 把农资送到田间地头，
开展技术服务，积极“抢”大客户。

该县金诚种业农资营业部经理
唐红英向记者介绍：“今年， 我们联合
厂家加强服务力度，既可送货上门，还
可赊销使用。 提供图文并茂的全套农
技指导方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
打药以及配方施肥方法等， 让农民群
众一看就懂，一用就会。有技术服务要
求， 我们立即派技术员下田指导。 现
在，虽然农资的销售价格下降，但销售
量增加了， 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5%。 ”

该县农业局总农艺师陈同旺告
诉记者：“今年， 据我们统计， 全县
85%以上的农户参与团购农资。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徐典
波 徐亚平 通讯员 李红） 清明小长
假， 岳阳市近3000名党员干部投入
了一场抢险救灾的战斗。 截至今天
傍晚，共处置险情76处；解救、转移
被困群众5300多人，无人员伤亡；市
区受灾群众生活相对稳定。

4月3日晚， 岳阳城区降下自
1956年来的最大暴雨，12小时平均降
雨量达218.3毫米。岳阳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迅速在全市范围启动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启动排涝应急预案。市委书
记卿渐伟、市长盛荣华第一时间发出
“提高警惕，科学监测，落实责任，加强
防范，强化措施，突出山洪防御、水库
防守和防涝排渍重点，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作战令”；市委、市政府
组织市城管、住建、长江修防处等部门
和岳阳楼区、岳阳经开区、南湖风景
区，成立了市中心城区内渍应急处置
小组，实行24小时运转，统筹调度内
渍应急处置工作。 市防指调集18台大

功率泵站抢排城区低洼地段渍水，5个
内湖全部开闸排水防涝。

岳阳楼区、岳阳经开区、南湖风
景区各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干部下到
受灾一线，帮助群众抢救财产，转移
安置居民4960人。 武警、消防、预备
役部队出动官兵680人， 派出8艘冲
锋舟，出动救援车辆93台次，解救、
转移被困群众。市城管局先后投入抢
险人员200余人、 机械设备23台套、
应急车辆32台， 清理雨水窗下水井
盖265座，营救被困车辆15辆，加强
了低洼地段巡查，并派专人蹲守。

今天下午，岳阳市市长盛荣华召
集相关县（区）及部门召开城市防汛
会商会，再次布置动员各级各部门明
确责任，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水、电、气供应及社会和谐稳定。 目
前，该市正对内渍较重的低洼地段逐
个调研， 以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勘灾核灾工作也已展开，安置维
稳、卫生防疫等工作正有序进行。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徐
荣 通讯员 谷宁 周翼） 燕子来时
新社， 梨花落后清明。 清明小长假
期间， 10余万名游客来到韶山， 向
毛泽东同志铜像深深鞠躬。

4月6日是清明小长假最后一
天， 寒风细雨没有阻挡游客们瞻仰
参观的热情。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
毛泽东广场、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毛泽东纪念园、 韶之红太空生态农
场、 滴水洞等韶山核心景点， 游客
络绎不绝。 “我2005年、 2010年都
来过韶山， 今天特意带全家过来祭

祭毛主席。” 在毛泽东广场入口，
天津游客郑志说。

这天，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兆通
社区组织300多名党员来到韶山，
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 72岁
的老大爷何楞， 从裤兜里掏出了一
张自己1972年来韶山时照的黑白照
片。 一晃43年过去， 照片中意气风
发的青年如今已满头白发， 但他对
毛主席的感情却从未改变。 他说：
“岁数大了， 出门不容易， 就想再
来看看主席家乡的天空、 主席家乡
的人民。”

开国将军钟伟的家风

张家界 新视界

10余万游客清明游韶山

“海龟”经理种田忙
记者在基层

团购农资省心省力

岳阳中心城区突降
近60年来最大暴雨

近3000名干部抢险救灾
转移安置被困群众5300多人，无人员伤亡

4月6日下午， 长沙市东二环车行缓慢。 清明节小长假期间， 人们纷纷走
出家门， 扫墓祭祖， 踏青游春， 6日各地公路、 铁路迎来返程高峰。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曹
辉 通讯员 陈姿霖） 4月6日上午，
回湘祭祖的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少将
携夫人刘滨与儿子毛东东、 女儿毛
甜懿， 来到韶山毛泽东同志铜像
前， 行三鞠躬礼。 5日晚上， 毛新
宇携妻及子女观看实景演出 《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 ,并对该剧提出了改
进的建议。

当12束结成网格状的光束射
向对面的青山， 1.5万平方米的演
出场地瞬间变换成安源煤矿大罢
工现场……演出刚开始， 观众便
被多功能的舞台、 庞大的演出阵
容以及逼真的历史现场所吸引。

毛新宇熟谙历史， 当毛泽东
与杨开慧乘坐小船出来时， 他轻
轻告诉妻儿， 开慧奶奶在1921年
建党那年就入了党， 是1930年牺
牲的。 剧情演绎到杨开慧被关进
牢笼一段时 ， 凄婉的音乐响起，
顿时春雨绵绵， 纷纷扬扬。 毛新
宇夫妇神情凝重， 不时擦拭着眼

睛。 最后， 当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战士爬上南京“总统府”、 解放全
中国的场景重现时， 他们与观众
一道起身喝彩。 演出结束后， 毛
新宇与毛泽东特型演员莫正强 、
朱建平亲切握手， 并与全体演员
合影留念。 他对演员们说， 你们
的演出很感人， 很震撼， 我特意
把儿子和女儿带来看演出， 让他
们接受教育。

“这部剧总体非常不错。” 毛
新宇建议 ， 该剧如能将反围剿 、
“九一八事变”， 特别是党的七大、
三大战役等历史背景融入其中， 将
会更加完美。 毛新宇夫人则建议，
在杨开慧牺牲后， 可增加更多主席
怀念开慧的细节， 让伟人的情感更
细腻， 演出更感人。

目前，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仅演到1949年开国大典。 毛新宇表
示， 如演出进行新的后续创作， 自
己会支持， 并可为演出内容和表演
方式出谋划策。

徐亚平

一位开国将军， 一生坚守清白，
一家清贫如故 ， 今天重温这位可敬
将军的故事， 令人动容， 备受教育。

开国将军钟伟， 16岁投身革命，
身上伤疤达53处 。 其功劳之高 、 权
位之重， 足可福荫子孙。 但面对6个
子孙的工作要求 ， 他始终说 “不 ”；
就是战友主动相帮， 他也严词拒绝。

其实 ， 将军并非冷血 ， 实乃有

情之人。 归乡拜谒亡妻墓， 他哭了；
送别前来求职而不得的孙辈 ， 他也
哭了；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坚持
每月寄回生活费 。 为至亲谋一份职
业，对开国将军而言并非难事 ，但将
军始终认为， 手中之权为民所用，共
产党人绝不能以权谋私。

崇廉尚洁，历来是中华民族从政

的美德。 不少有识之士，如包拯、于谦
等，皆名垂青史；反之如和珅之流，留
下千古骂名。 钟伟古稀之年患重病住
院时，就连一把轮椅都不要 ；政府照
顾他家解决一个国家粮指标，他不假
思索就让给了保姆。 他留给子孙的唯
一遗产就是那只老旧的军用箱。

“不给百姓添负担 ，不给政府添

麻烦。 ”钟伟言如是，行如是，用一生
的坚守兑现着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的
庄严承诺。

“粉骨碎身全不怕 ， 要留清白
在人间。” 可以肯定， 于谦的千古绝
句流淌在将军的血液里 。 将军的告
诫 ， 也已被其甘于清贫的子孙奉为
奎臬。

将军的人格光辉， 永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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