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通讯员 彭展 记者 王
晴）8月23日，中石化巴陵石化对外宣布，该公司医
用SEBS工业品已通过美国FDA、美国药典USPVI、
中国药典、临床、药液吸附等系列的测试，正式进入
医院供患者使用。目前该公司已与国内医疗器械行
业的代表性企业山东威高集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挺进医疗领域。

巴陵石化炼化工艺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获得者梁红文介绍， 医用SEBS的开发是为了
解决传统医用输液管含有“塑化剂”的问题。多年来
的研究表明，SEBS是医用输液管的理想选择，这主

要基于SEBS在加工、 应用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增塑
剂，材料本身无毒，使用后的材料在焚烧时也不产
生“二 英”。巴陵石化是国内首家采用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实现热塑橡胶SEBS工业化生产的厂家，目
前SEBS年产能达4万吨。

SEBS是巴陵石化开发的高附加值、高性能、绿
色环保医用合成树脂新材料。 其成功进入医疗领
域，打破了美、日等国多年垄断的局面，将为解决大
众用药安全、降低医疗垃圾对环境污染做出积极贡
献。今年前7个月，巴陵牌SEBS产销两旺，为创效主
力产品之一。



� � � �肖自力在医院照看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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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躺在病床上， 长长的鼻饲管
插进鼻腔， 嘴巴张着， 两眼未合，时
不时“咳”一声。一有动静，肖自力便立
即站在床头仔细观察，一会给她吸痰，
一会轻轻抬着她的胳膊活络筋骨。

8月24日，寻常的一天。对肖自力
来说要一如既往照顾病妻，10年了。听
闻他被评上“湖南好人”，邻床的病患
家属伸出大拇指道：“他是好人， 是湖
南第一好人!”

肖自力， 长沙县国家税务局基层
税管员， 妻子李利雄是长沙县电瓷厂
下岗职工，日子不富，家庭幸福。然而，
一场疾病突袭， 打破了他们原本平静
的生活。2006年，李利雄突发脑溢血，
严重脑梗塞，左边大脑全部梗死。抛开
高昂的抢救费、医药费不说，医生诊断
书上还给他设了另一道“关卡”：即便
救回了生命，也可能成为植物人。

“救！”哪怕花再大的代价。对妻
子， 不善言辞的肖自力从没给过口头
承诺， 承诺一直在心间———无论富贵
贫穷、疾病健康，都要携手过完一生。

那一次， 医院五番下达病危单，
肖自力备受煎熬。 伏在昏迷不醒的妻
子旁， 他一声又一声轻轻唤着她的名
字。或许听到了他的呼喊，李利雄终于
脱离生命危险，然而，全身瘫痪、神志
不清。

肖自力没有放弃让妻子彻底“醒”
过来的念头。他与女儿分工：白天由女
儿照看， 下班后他来接班。“晚上突发
情况多，自己在，安心。”

听说要想妻子康复必须要长期进
行肢体锻炼， 他坚持每天帮她锻炼数
小时；妻子下肢没有知觉不能移动，他
把皮带套在她的双脚上， 像提木偶一

样，走一步，提一步，每天锻炼2小时，大
汗淋漓也不说累；为了让妻子身子清清
爽爽，他每天坚持给她擦洗、按摩，她身
上从未出现过红疹子；他每天教妻子讲
话、认字，有时口干舌燥，她却发不出一
个音，他不失耐心，反反复复教导……

“李利雄迈出的每一步，肖自力要
迈出十步。”与肖自力同住一个院子的
县国税局工会主任黄勇亲眼见证了他
们的不易，十分感慨。

奇迹出现了。5个月后， 李利雄竟
然可以下床扶着东西走路了。没多久，
还能喊出他的名字。每天早晨，肖自力
去上班，她就站在窗边大喊：“肖自力，
注意安全。”站不了太久，音也不清晰，
但对肖自力来说，已抵得过千言万语。

那时候，受药物刺激，李利雄还常
常尿频尿急控制不住， 她像犯了错一
样难过得哭。肖自力便轻声细语安慰：
“没关系， 你又不是故意的。”

希望没有持续， 不幸再次降临。
2013年，李利雄病情复发，右脑也出现
严重梗塞，经过14个月的救治后，成了
“植物人”。

从此，肖自力的“生物钟”又调回到
多年前：早上5时20分起床，给妻子擦身、
喂药，刷牙、洗脸，给气管消毒；7时30分，
赶去上班；中午趁午休赶来照看一会；下
午5时30分下班后再继续照看，一直到晚
上11时30分才能入睡。期间，还要起来四
五次，给妻子换尿不湿、吸痰……

3年了， 为了照看一直住院的妻
子，肖自力没吃过几顿家常饭，常常一
份便宜盒饭就了事； 他仅在家中睡过
一晚， 还是因大暴雨无法出行所致，
一张小小的折叠铁皮床， 伴随他度过
几个冷暖春秋。

考虑到肖自力的现实情况， 局里
特批他可以上班不用签到， 他从未行
使过这项“特权”； 领导分配工作任务
有意减轻，他“生气”道：“这是不相信
我，分内活一件都不能少。”

家底早已掏尽， 日子终究平静无
澜。床头的录音机里，肖自力给妻子录
的日常用语反复播放，似不知疲乏。肖
自力说，他在等待下一个奇迹发生。

■点评：
10年不离不弃照看病妻， 没有亲

身经历过， 外人是难以体会到其中的
艰难与苦楚的。

面对困境，肖自力没有抱怨，没有
抵触，没有放弃，没有索要，而是用真
挚的疼爱、用坚定的责任、用沉稳的心
境，担负一切，伴随妻子走过了10年风
雨，把灾难抚平，把日子过顺，诠释着
什么叫做永恒。

这是人性的光辉， 这是品德的力
量。

�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段云
行 贺威 通讯员 谭周易）“这首曲子
是我们的原创， 表达的是我们农民自
己面对秋天收获的喜悦心情。”双峰农
民彭以文自豪地说。笙箫声声颂大地，
锣鼓喧天庆丰年，今天下午，一支由22
位农民组成的民乐队伍合奏自创的
《丰收乐》赢得满堂彩，也正式拉开了
“欢乐潇湘”全省群众文艺汇演决赛娄
底专场的序幕。

“欢乐潇湘”让群众演主角，让
百姓当明星。今年自活动启动以来，
娄底市共举办庆祝建党95周年合唱
大赛等各类文艺演出1200多场，共
演出节目2500多个，参演群众近3.8
万人次，观看群众51万多人次。是娄

底市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最多、 受惠
面最广、 参加人数最多的年度群众
性文化活动，被誉为“群众的节日，
百姓的舞台、艺术的盛会”。

为进一步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提
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娄底“欢乐潇湘”
群众文化活动既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文
艺演出，又开展了“五下乡”活动。第五
届社区文化节、第四届少儿艺术节、全
市中小学生演讲比赛等活动， 都是以
群众广泛参与为主。

“欢乐潇湘”激发了娄底群众文化
原创力， 群众既是文艺节目的主角又
是主演，一大批讴歌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展现娄底地域文化独特
魅力的原创作品脱颖而出。

�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8月24日下
午，2016“欢乐潇湘 幸福邵阳”大型群
众文艺汇演总决赛在邵阳市文化艺术
中心举行。“美丽的邵阳， 我可爱的家
乡”，成为晚会的主旋律，激发起观众
热爱邵阳、建设邵阳的高昂热情。

本次文艺汇演分“山水之邵阳”、
“人文之邵阳”、“发展之邵阳”3个篇
章， 选取了13个百姓自编自演的融入
本土元素、 凸显地域特色的邵阳本土
原创节目。情景舞《崀山听雨》婉约灵
动， 把人们带进如诗如画的世界自然
遗产地、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崀山，感
受丹霞瑰宝的神奇； 原始古朴
的《呜哇山歌》激越高亢，唱出
隆回县神秘花瑶燃烧的激情；
原生态排舞《黄桑姑娘》，则以
色彩夺目的服饰、 愉悦喜庆的

旋律、缤纷绚丽的舞姿，将绥宁县苗家
美丽的爱情故事演绎得唯美动人。帮
助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花鼓小戏《结穷
亲》、反映社区群众文化生活的情景剧
《社区小景》、诗歌朗诵《邵阳礼赞》等
节目， 充分展示了邵阳改革发展成果
辉煌的美好现实。 精彩的演出赢得阵
阵掌声。

今年3月,邵阳市启动2016“欢乐潇
湘 幸福邵阳”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以
来， 坚持“让百姓当主角、 让草根成明
星”， 为普通群众搭起展示才华的舞台，
在全市掀起群众文艺汇演热潮， 参演人
员达31750人、观众达43.8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2016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召开前夕，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就2016中国500
强企业高峰论坛为什么选择在长沙举办和本次论
坛的背景、主题、目标等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湖南日报记者：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已经
办了十五届，2016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为什么
选择在长沙举办？

易炼红： 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是“大企
业”时代对话交流、学习研究、合作共赢的高端平
台，影响力很大。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把今年的高峰论坛放在长沙举办， 这是一种信
任、厚爱与重托。说明企业界看好湖南、青睐长沙，
我们要当好“东道主”，把“家门口”的盛会办得精
彩圆满，让人难忘。

高峰论坛为什么选择长沙？应该说是天时、地
利、人和之选。天时就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今日之长沙已今非昔比，被确定为“一带
一路” 的重要节点城市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
城市，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级湖南湘江新区等战略平台
相继落地，同时拥有5大国家级园区。这是地方发
展的强大引擎，也是企业发展的一片沃土。地利就
是日益凸显的竞争优势。 长沙作为国家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京广、沪昆高铁“十字交会”，可以直通
全国19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渝厦高铁即将建设，

长沙将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形成“米”型构
架。黄花国际机场即将迈入“双跑道时代”，迈向枢
纽型机场，空铁一体的交通优势更加明显。近10
年来，长沙经济在全国33个重点城市中以460%的
增幅位居榜首，这种硬实力就是竞争力。特别是在
“智能制造时代”、“互联网+”时代，长沙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培育形成了新材料、工程机械、食
品、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旅游六大千亿产业集群，
开放合作、创新创业的空间和潜力很大。人和就是
不断改善的发展环境。近年来，我们致力于建设宜
居宜业、精致精美、人见人爱的品质长沙，统筹推
进清洁城市、畅通城市、绿色城市、靓丽城市和更
高水准的文明城市建设，城市清爽度、舒适度、宜
居度和美誉度明显提升。长沙也是人才高地，拥有
高等院校57所、两院院士58名，每年的高校毕业生
25万。长沙房价较低、宜居系数较高，这“一低一
高”就形成了比较优势。近些年中国500强企业在
长沙的集聚度越来越高。

外界的目光关注长沙这片热土， 长沙的发展
也需要开放合作。高峰论坛在长沙举办，是长沙与
全国“金字塔塔尖”企业的一次结缘、一次握手、一
次互动。 水到渠成之举， 一定会带来硕果满枝之
效。

湖南日报记者：2016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
的内容很丰富，请您介绍一下本次论坛的背景、主
题、目标等情况。

易炼红： 这次高峰论坛是在进入经济发展新
常态、“十三五”开局之年举办的，鲜明的时代特征

为论坛注入了鲜活的特色。论坛的主题确定为“创
新与转型：‘十三五’的大企业发展”。我理解，其目
的是引领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树立五大发展理念，
在创新与转型中优化供给侧、迈向产业链高端，提
升国际竞争力。 论坛的主题与长沙近年来始终坚
持的转型创新发展高度契合， 双方有共同的聚焦
点、有很多的合作点，必将产生强烈共鸣，形成发
展共赢。

湖南日报记者： 您对长沙举办这样的盛会有
哪些方面的期许？

易炼红：对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我们是
翘首以盼、 十分期待。 我们期待在论坛中取得真
经，深度了解大企业发展的大趋势，近距离学习大
企业发展的好经验，为长沙的企业做大做强助力、
助推、助跑。我们期待在论坛中推介城市，把“长沙
影响力”、“长沙吸引力”、“长沙竞争力” 充分释放
出来，传播出去。我们期待在论坛中广泛合作，有
更多的高端企业、高端产业布局和落户长沙，为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提供强力支
撑。当然，我们更期待通过举办论坛，建立长沙与
“大企业”长期合作的长效机制，让更多的“中国
500强”扎根长沙。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夏程鹏 邓欢

白花素绢挥别泪， 青天碧海寄情思！8月25日，
欧阳文健烈士追思会在桂阳县延福陵园庄严举行。
1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自发前来吊唁， 缅怀烈士
的英勇壮举，向逝去的英雄作最后的告别。

在桂阳县延福陵园广场内，“抗洪救灾， 舍身忘
己”，“欧阳文健，我们永远怀念你”……一条条横幅
寄托哀思。 鲜花翠柏中， 欧阳文健烈士遗像神情安
定，奠堂四周，重重叠叠的花圈和挽联，似乎都在无
声地诉说着人们对英雄的敬仰与缅怀之情。

欧阳文健所在部队领导战友、 桂阳县五大家领
导、欧阳文健家属、驻桂部队代表、公安干警代表、老师
学生及社会群众等各界人士前来吊唁。 声声礼炮，敲

痛人心，人们强忍着悲痛，默哀、鞠躬……向烈士致以
最诚挚的敬意和最深情的告别。

今年22岁的欧阳文健是桂阳县太和镇湾塘村
人，2012年12月入伍，生前系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临
高县支队机动中队副班长。8月18日18时许,�受南海
热带低压和今年第八号台风“电母”共同影响，临高县
博厚镇11名村民乘农用车回村时被洪水围困。 欧阳
文健在救援被困群众时被洪水冲走，不幸牺牲。

“他是好战士、好孩子，只是这么年轻，太可惜
了。”烈士村里年近八旬的王用成老人，冒着酷暑，
赶来送英雄最后一程。“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大无畏
的奉献精神，长大后报效祖国。”桂阳三中学生欧阳
磊眼含热泪。“他舍己为民的精神会永远传颂下
去。”欧阳文健生前战友符劳竹几度哽咽……

声声叹息，句句揪心！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种湘版书签署
版权输出协议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李国斌）今
天下午，湖南少儿出版社《蔡皋的绘本世界》
新书品读会暨版权输出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北京举行， 该社和美国Highlights出版公
司就蔡皋图书版权推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出席
了此次活动。

湖南少儿出版社今年重磅推出了著名
画家蔡皋的原创作品《蔡皋的绘本世界》系
列。《蔡皋的绘本世界》全书共10册，收录了
她几十年来创作的精品绘本《月亮走，我也
走》《月亮粑粑》《百鸟羽衣》《晒龙袍的六月
六》等10部作品。签署版权合作协议后，美国
Highlights出版公司副总裁Andy� Shafran
说，《蔡皋的绘本世界》系列讲述的中国传统
民俗民风，非常有意思。 希望把美丽的故事
让全球孩子一起分享。

当天上午，中南博集天卷和韩国爱立
阳公司签署版权输出协议，中国网络文学
代表人物唐家三少的新书《为了你，我愿
意热爱整个世界》 版权成功输出到韩国。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讲述了唐
家三少与妻子16年相依相伴的感人爱情
故事，上市两个月来，销量已达20万册。 韩
国爱立阳公司社长金纯希说，韩文版《为
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将于2017年
在韩国上市。

此外， 湖南少儿出版社还举办了 《王
子的冒险》 作品赏析暨版权推介会， 并与
韩国出版商签署版权合作协议。

让更多“中国500强”
扎根长沙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陈新 胡宇芬）2016年
中国（长沙）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会（简称“科交会”）
动员大会今日在长沙举行， 本届科交会产学研对
接活动将扩展至全年。

延续“产学研金一体化，创新创业在长沙”主

题，主办方将邀请400多名国内著名专家、教授、
科技型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代表以及一些境外嘉
宾参加盛会。最令人期待的是：1000个重点高校、科
研院所最先进适用技术成果也将在大会上展示、推
介和对接。今年的科交会预计将签订各类科技合作

项目约100个，签约金额预计50亿元左右。
10月24日至26日，长沙还将举办“2016年科

交会主体活动暨科技成果转化与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论坛”、“长沙市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2016年中欧中小企业对接洽谈会”、“中美能源
与环境发展论坛暨技术交流会”、“2016中美全球
创新创业（长沙）洽谈会”、“湖南省知识产权运营
服务平台上线暨知识产权项目对接会”等10余个
各具特色的专场活动和14场知名高校产学研系列
对接活动。

承诺一直在心间

节目原创 群众出演
娄底“欢乐潇湘”群众文化活动城乡共繁荣

凸显地域特色 演绎可爱家园
邵阳群众文艺汇演地方特色浓郁

英雄，魂兮归来

打破美、日等国多年垄断的局面

巴陵石化SEBS挺进医疗领域

长沙“科交会”将呈上千道科技“大餐”
预计签约金额50亿元左右

传习国学
8月23日， 衡阳县

曲兰乡湘西村王船山故
居， 人们身着汉服祭祀
船山先生。近日，来自全
国各地的27个家庭参
加了“第三届船山文化
夏令营”，在国学志愿者
的指导下学习了《孝经》
《诗经》 等国学经典及
礼、乐、棋、书、画、术等
国学技艺。

刘欣荣 欧阳天宇
摄影报道

� � � �十年前，肖自力的妻子突发重病，从此家庭屡遭磨
难，他想，无论富贵贫穷，疾病健康，都要携手一生———

欢乐潇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