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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1月19日电（记者 吴涛 毛鑫）
今日中午，在广东省梅州兴宁市龙田镇环陂
村，“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3000斤全程机
械化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测产验收组测
产后宣布： 该项目年亩产量达到1537.78公
斤，项目实验获得成功，并创造了水稻亩产
量新的世界纪录。

11月的广东正值秋收季节，测产验收在
秋阴里展开。经过现场收割、称重和测算，袁
隆平主持的“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3000
斤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晚造
实割亩产705.68公斤（干谷），加上早造的亩
产832.1公斤， 最终年亩产量达到1537.78公
斤（折合3075.56斤）。

测产验收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罗锡文说，广东气候特点是高温高热多雨，水
稻极易有病虫害，要实现增产并不容易，尤其

今年梅州地区晚造天气灾害明显， 台风“海
马”带来的风雨影响很严重。该项目华南双季
稻两季产量相当于以前的三季，是重大突破。

袁隆平在现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这是超级稻的第五代技术，此次项目成
功，代表着中国水稻产量创下了一个新的世
界纪录。而且本次不仅产量有突破，这个品
种的大米质量可以与日本的越光米媲美。

这次验收的项目是袁隆平科研团队培
育的超级稻在全国38个百亩示范片中唯一
一个双季稻科研攻关项目。

华南双季稻3000斤技术攻关项目自
2015年启动，由广东省农业厅组织，以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华南农业大
学为技术支撑单位。广东省农业厅总农艺师
陆国煌说，该项目采取“超级稻＋强源活库
优米技术＋钵苗机插秧＋机械化病虫绿色

防控”技术，好气灌溉，全程机械化，绿色统
防统治病虫害。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委
书记马国辉说，全程机械化操作是该项目技
术特点之一， 这也符合我国农业发展趋势，
有利于今后大规模推广。

我国现有水稻种植面积4亿多亩， 其中
华南双季稻分布于湖南、江西、广东等地，播
种面积约2亿亩，年亩产量约900公斤。如果
这一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即使按照每亩年
产量提高100公斤算， 也将明显增加我国粮
食产量，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红色一点点升起来，绿色一点点褪下去，
从10月到12月， 树林经历了一个迷人的过
程，色彩越来越浓郁丰富。

对于湖南来说，由于气候的原因（从气象
学的角度看， 目前湖南尚未真正进入冬季），
盛大的红叶秋景很少， 岳麓山也是经过多年
的引种和栽培，才有如今的景观。

“层林尽染”，胜过“万山红遍”
11月19日， 岳麓山林中的色彩已经很丰

富：爱晚亭前的几株红枫总是最早红的，游人
在此流连合影；麓山寺外，高大的枫香一半红
黄一半青绿，树顶的叶子变色更多；岳麓书院
后， 梧桐和山槐在大片绿色中呈现灿烂的黄
色；山顶观光车停车场西，臭辣树和乌桕已经
红霞一片；云麓宫的古银杏洒下满地金箔……

红、橙、黄、紫、绿……深红、粉红、猩红、
橙红……层林尽染，染的不仅是红色，我们于
此季节赏的也不仅是红叶，而是秋叶。

春花自是娇媚，秋叶更为动人。白居易题
秋叶：“寒山十月旦，霜叶一时新。”农历十月，
树叶迎来生命里最为荡气回肠的一段时光。

据统计， 岳麓山共有秋色叶树种74种，
其中红色叶29种、黄色叶43种，主要有枫香、
红枫、柿树、乌桕、臭辣树、盐肤木、银杏、刺槐
等， 这些也是湖南各处山林最常见的秋色叶
树种。

山中红叶盛，何日重如锦
岳麓山的红叶从前应该是很灿烂的。清

代诗人袁枚在他的《游岳麓山诗三首》中留有
“霜叶红如锦，松声响作涛”的诗句，写的就是
岳麓山青枫峡的景象。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次石琢堂学
使留题书院诗韵二首即以送别》 诗后有一条
自注：“山中红叶甚盛，山麓有亭，毕秋帆制军
名曰‘爱晚’纪以诗。”应是青枫峡“爱晚亭”一
名由来。

岳麓山和北京香山、南京栖霞山、苏州天
平山被称为我国四大传统红叶观赏胜地。不
过， 麓山景区管理处风景园林高级工程师龚
延春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受气温、空气湿
度、土壤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落叶秋色叶
树种不能表现出理想的色叶性状。而且，由于
水土环境和小气候的变化， 一些有色叶树种
在演进过程中逐渐被淘汰。

“湖南的秋天非常短暂，很难满足秋色叶
的日照和温差的需求。”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喻
勋林教授认为，湖南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更多四季常青的树，不是秋色叶的气候带。喻
勋林解释， 岳麓山以前的红叶应该比现在要
壮观，随着气候的变化，尤其是城市热岛效应
的影响，长沙已经越来越不适宜红叶的形成。

枫香宜远眺，红枫可近观

如同黄栌是香山红叶的主角一样， 枫香
则是麓山的主角。 岳麓山的枫香群落主要分
布在云麓峰、白鹤泉、青枫峡一带、海拔120
到230米的地域。根据长沙市园林局普查，岳
麓山307株古树中，221株是枫香。

不过，龚延春称，如今岳麓山上多数枫香
树树龄偏大， 景区每年都会进行补种； 山上
200多株古枫香树，许多生存状况并不好，需
要进行保护。

此外， 枫香是大乔木， 树高可达三四十
米，是“层林尽染”景观的主角，但身在山中的
游客，却很难欣赏到高高在上的红叶景观。这
些年，岳麓山一直在增加中下层秋色叶植物，
爱晚亭前的红枫， 就是后来引进栽培的园艺
种，适宜游人观赏拍照。

2006年左右， 岳麓山又引进了元宝枫、
北美枫香、红花槭、挪威槭等7种外来秋色叶
树种，但无一成功。

“外来种不一定适宜岳麓山。”龚延春说，
现在岳麓山基本用的本土植物，增加低矮的秋
色植物，臭辣树、乌桕树、柿子树等都是很好的
本土秋色叶树种，与枫香配合，景观效果更好。

■生物小名片
秋色叶树种，是指进入秋季或经霜后叶色

由绿色转成其他颜色的观赏树种。湖南常见的
秋色叶树种， 红色叶主要有枫香、 三角枫、漆
树、火炬树、柿树、乌桕、鸡爪槭、臭辣树、盐肤
木、算盘子、山胡椒等；黄色叶主要有水杉、金
钱松、黄连木、银杏、檫木、金缕梅、鹅掌楸、刺
槐、黄山栾、八角枫等。这个分类也不是绝对
的，比如枫香和乌桕，叶子既有红色也有黄色。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陈利文）今天，湖南省文物局特邀文物
考古、民族、民俗、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专家，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召开了苗文摩崖石刻群专
题论证会。专家认为，城步苗文摩崖石刻分布
集中，数量多达200多处，保存完整，是必须
加以高度重视的珍贵文化遗产。

2010年底，苗族聚居区城步发现一些石
刻，石头上的刻画符号，似篆非篆，似画非画，
似汉字非汉字，有如天书，无人能识。随着对
苗族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苗族曾
经是有文字的，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了”。
于是， 有人认为石刻上就是已消失200余年
的“苗文”。这一“改写历史的重大发现”，引起
历史和考古学界广泛关注。

此次，来自省文物局、湖南大学、湖南师
范大学、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邵阳
市文物局等单位的7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赴
现场勘察了苗文摩崖石刻群。 在价值评估与
鉴定意见中，专家一致认为，石刻文字内涵丰
富，有的成篇成章，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
认定为苗文。 这些苗文与当时生活在当地的
苗族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联系紧密，甚至可
以在传世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

近几年，考古工作对石刻群的分布范围、地
层关系作了初步调查勘探，对其年代也提出了一
些分析，可以认定大部分石刻的年代集中在明清
时期。专家介绍，城步苗文摩崖石刻群是一个重
要的考古新发现，具有申报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
单位的历史、艺术、科学及其他重要价值。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刘勇 ）近
日，绥宁县唐家坊镇盐井村的10多户贫困户
喜上眉梢： 他们今年加工的高档笋干全部由
湖南鑫瑞惠民供销公司包销， 平均每户可增
收8400余元。

盐井村的笋干加工， 是在省供销合作总
社扶贫工作队进驻以后，重新焕发生机的。

绥宁县竹笋资源丰富，20世纪80年代即
成为著名笋干“玉兰片”的重要集散地。但是，
近20年来，随着“玉兰片”市场逐步萎缩，该
县包括盐井村在内的笋干加工农户逐步“消
失”，农民转向直接卖鲜笋或者南竹，效益低
下，守着好资源却一天天穷下去。

2015年4月， 省供销合作总
社扶贫工作队开始驻村帮扶。为
找到一条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产
业之路， 工作队结合当地优势资
源和传统产业基础， 决定重新发
展笋干加工产业， 并借鉴福建等
地的竹笋产业发展经验， 力求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工作队综合运用各种资源，
兴修林道，开展低产南竹林改造，
把以前“玉兰片”的煤烤、硫磺熏
等加工方式改为全程无任何添加

的“压榨+烘晒”加工，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将全村笋干以统一品牌“宝鼎玉节” 推向市
场，依托供销社系统实行“电商+实体店”销
售，“老产业”逐步焕发生机。

截至目前， 盐井村已改造低产南竹林
3000余亩。2016年，在工作队的帮扶下，15户
“重操旧业”的农户（绝大多数是贫困户）共加
工鲜笋8万公斤。加工成笋干再出售，每公斤
鲜笋的价格相当于从1.4元提升到3元左右，
足足翻了一番多。 扶贫工作队队长尹寄武介
绍， 盐井村共有82户贫困户， 看到第一批的
10多户搞笋干加工“很有奔头”，现在报名参
加笋干加工合作社的贫困户达到了40多户。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寒山十月旦，霜叶一时新

� � � �长沙岳麓山枫香树。（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专家组一致认为：

城步“摩崖石刻”天书就是苗文

脱贫攻坚奔小康

省供销合作总社驻绥宁县盐井村扶贫工作队

让笋干“老产业”焕发生机

袁隆平“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3000斤技术”再创新纪录

年亩产达1537.78公斤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熊龙英

近日，湖南工程学院李增强、汪秀平、鲁
玲玲师生3人， 向昏倒的陌生青年李源伸出
援助之手，书写出“20分钟救回一条宝贵生
命”的佳话，引来社会广泛好评。

11月2日下午，22岁的李源在湖南工程学院
体育馆练球， 从体育馆二楼洗手间出来时突然
昏倒在地， 呼吸困难。 正在楼梯间休息的鲁玲
玲、汪秀平立即走向李源，一边拨打120，一边寻
找救援人手。 在李增强老师的帮助下将李源送
到了医院。因抢救及时，李源转危为安……

“低调哥”的爱心与责任
李增强是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的

一名老师，2001年来到学校工作， 至今已
整整15个年头。用同事的话来讲，他是一个
“低调哥”， 做事踏实不张扬， 教学兢兢业
业，乐于助人却不喜声张。遇到学校倡议的
捐款和扶贫活动， 他总是默默地捐上自己
的那一份。近两年，网上“轻松筹”项目比较
多，每次看到朋友圈里大家转发的信息，只
要核实是真实的， 他都会为这些陌生人募
捐。

李增强还多次协助湘潭市救助管理站，
帮助安顿社会上的流浪人员。有一次，该站
收留了一位越南女士， 语言上无法沟通，只
有她写下的一段越南语文字。李增强帮忙联
系上了一位外语教师， 这段文字得以翻译，
从而确定了该女士的身份。

大一萌妹子诠释“爱的延续”
来自江西上饶的汪秀平和来自河南信阳的

鲁玲玲是该院设计艺术学院环艺1604班的学
生，两人住在同一间寝室。11月2日，两人回到寝
室还心有不安。“直到晚上11时多，收到李源家人
发来报平安的短信之后，才放下心来。”

“我也曾经因低血糖昏倒， 被陌生人救
起， 因此在危难时刻救人的举动是一种爱的
延续。”鲁玲玲透露，她8岁那年，3岁的弟弟也
曾经意外走丢， 幸运地被当地红十字会的工
作人员找到。

“正好看到了，肯定要救。”汪秀平是全班
同学公认的“热心肠”，乐天派的女汉子。在
学习和生活中，汪秀平是一个刻苦努力的孩
子。刚到学校的时候，汪秀平第一次竞选班
委没有成功，但她并未放弃，而是更加努力
刻苦。在前段时间的班委调整中，她又一次
站上竞选的讲台，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当上
了团支书。

“正好看到了，肯定要救”
———湖南工程学院师生救人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80多年前的爱晚亭、 天心阁是什么样子？从
已故著名画家陶冷月的摄影作品中，可以窥
探一番。 今天上午，“溯流光·潇湘1920年
代———陶冷月摄影绘画展”在长沙图书馆开
幕。

陶冷月189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 他于

1918年来到长沙，在长沙雅礼大学任美术教
授，兼任周南女中、湘雅医专等多所学校的
美术教员, 后参与创办南京美术专科学校，
任西画系主任。他擅长画山水、花卉、走兽、
游鱼， 尤其善于画中西合璧之月夜景色，以
开创融汇中西的“新中国画”风格享誉画坛。
1985年病逝于上海。

在进行美术创作和教学之余， 他还涉
及摄影领域，留下了800余张老照片，其中
与湖南有关的有近100张。此次，长沙图书
馆精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冷月游历长
沙、岳阳、衡山期间拍摄的50余幅照片，结
合与湖湘有关的国画、油画作品进行展出。
展出的照片中，有爱晚亭、天心阁、南门口
等，具有很高的历史参考价值，不但是当时
历史岁月的视觉文献， 也是各地社会风俗
民情的视觉描写。 展览时间至11月30日，
可免费参观。

老照片里看湖南的“民国范”
陶冷月摄影绘画作品长沙展出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刘遵仁）今天上午，第三届全国女大学生
就业创业研讨会在湖南女子学院召开。来自
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
40多所高校就业创业指导部门负责人以及

相关企业家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以“‘互联网+’背景下女大学生就

业创业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探讨女大学
生就业创业的空间和机遇、 思路和前景。12
位专家学者，就“创新创业机遇与挑战”“创

新创业能力提升”“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等主
题作了研讨演讲。

湖南女子大学招生就业处主任周红才介
绍， 学校历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都在90%以
上，尤其是家政养老、幼教、空乘等特色专业的
毕业生更是企业争抢的“香饽饽”。近年来，学
校培育了创新创业文化，构建了就业创业服务
体系，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得到了提高，多次
获“湖南省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女生就业，还看湖南女子大学
全国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研讨会在长召开

冬季大型
招聘会举行

11月19日，2016
年湖南省冬季大型人
才交流会在湖南人才
市场举行，近200家单
位现场招聘， 提供各
类就业岗位5000余个。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11月19日，革命先烈毛泽民的外孙曹耘
山做客湖南图书馆，向听众讲述外祖父毛泽
民与长征路上“扁担银行”的革命故事。

曹耘山出生于1949年，此时外公毛泽民
已经牺牲6年了。多年来，曹耘山不远万里寻
踪外公的革命足迹，从湖南韶山、安源路矿、
中央苏区，到陕北、新疆，甚至远至俄罗斯，
收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

长征路上，毛泽民率领的中央纵队第15

大队由14位来自银行的同志以及100多名
运输员组成，他们用扁担挑起中央红军的全
部家当———金子、银元和部分纸币“红军票”
行军移动，被称为“扁担银行”。讲座上，曹耘
山生动细致将“扁担银行”的故事娓娓道来。

红军到达遵义后， 战士们急需休整，购
买药品、衣物等补给。可他们手里只有少量
不能在当地流通的红军票。此时，红军缴获
了一批食盐。盐在当地是紧俏商品，军阀们
一直抬高盐价盘剥百姓。红军决定向老百姓
平价出售这批盐，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用红军

票才能购买。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要用银元
兑换红军票或卖给红军商品来换取红军票。
这使得红军票有了信用，成了能够流通的纸
币。部队用红军票买了很多急需物资。

然而12天后，红军决定转移。但当时，老
百姓手中握着许多红军票，红军当然不能一
走了之，让百姓蒙受损失。于是，他们在城中
设立许多兑换点，贴下布告，限时3天让百姓
把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

曹耘山说：“货币信用的根本是发行者
的信用。红军此次发行纸币的全过程，充分
说明了只有顾及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有真正
的信用。这也树立了共产党在当地百姓心中
的诚信形象。”

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