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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刘勇）自改
革开放以来，我省适龄劳动人口（16岁至59
岁）总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从2017年开始
将首次出现逐年下降。 这是记者今天从全
省2016年度就业形势分析座谈会上获悉的
消息。 作为特殊资源的劳动人口面临转折
性巨变，必将给经济生活带来深远影响。

会上的多方信息透露， 我省适龄劳动
人口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呈现较平稳增长
态势，2016年达到峰值4160万人； 从2017

年开始将首次出现下降， 即从4160万下降
到4141万，减少19万人，并且从这一年开始
的一段时期内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从人口
普查的结果来看，到2020年，全省适龄劳动
人口将下降到4083万。

从总体来看， 全国适龄劳动人口从
2012年即开始减少，湖南的减少“步伐”相
对较晚。专家认为，当前湖南依然处于人口
红利期， 只不过2017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是
人口红利消减期，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可

能直接导致“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加
剧，企业成本加速上升。

省人社厅透露， 伴随劳动力总量减少
趋势，劳动力整体素质依然有待提升。今年
前3季度全省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求职的各
类群体中，经验不足、技能不高的新成长失
业青年和本省农村人员占总数的43.32%，
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求职者占总数的58%。劳
动力总量减少和质量不高的状况给今后的
就业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唐爱平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卷烟厂，最
近成了全国烟草行业学习的榜样： 该厂实行的
“点单”式供能，成为行业精益管理创新的典范。

动能供应如何 “点单”？
所谓“点单”，就是打破传统的“套餐式”动

能供应模式，按照生产的实际需要“点餐式”精
准供给。“菜单”就是根据生产环境，再结合设
备性能和生产任务所形成的各种生产组织模
式。为此，郴州卷烟厂共梳理出87种生产组织
模式，分别制定开机清单，并结合产量、天气、
休假等可能引起动能需求变化的因素，灵活组
合动能精益数据包，制定出最佳的动能供应方
式 。这样 ，企业的动能供给由以天 、小时为单
位，变为以分钟为单位。

实践证明，“点单”供能不仅更合用能单位
的“口味”，还更节约。原来卷包车间要开3台空
气压缩机，“点单”后，只需开两台；原来一律提
前5小时启动空调等设备， 现在只需在生产前

两个小时开启设备就行了。
点点滴滴的改变， 换来效益的大提升。精

益管理创新带来红利，也带来惊喜。
在企业的发展中，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是推动企业向前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同
时转、一起动，企业才会拥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相对于技术创新的高大上，管理创新似乎
更注重细节。

“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
细。”对一个企业来说，愈是细微之处，愈能彰
显其管理水平。

支撑郴州卷烟厂的“点单”供能的，只是一
个个小小的供能“菜单”，算不上什么高科技；
但细微之处见真功，看似平常的细节，却处处
体现着企业精益管理的创新精神。

细节是创新之源，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管理
创新，都要有“于细微处见精神”的细心和耐心，
做到在细节上与众不同，在细微处别具特色。

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同样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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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供能，于细微处见真功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系列谈之六

谈经论市劳动人口面临转折性巨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省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

从2017年开始将首次出现逐年下降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 � � � 名片
陶汝琴，生于1995年，湖南商学院工商

管理学院大四学生，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家
工作营” 长沙地区的负责人。2014年7月开
始参与麻风病康复村志愿者活动， 通过面
对面、手拉手的交流，给康复村的患者带去
温暖与慰藉。

� � � � 故事
“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陪伴的力

量。”12月6日，从永州岭口麻风病康复村回
来后不久的陶汝琴说。但在更多人眼里，那
是一个不敢走进的地方。

从2014年7月踏入炎陵龙景山康复村
开始，陶汝琴在株洲炎陵龙景山、常德石门
剩头村、郴州汝城乌泥洞等几个大的麻风病
康复村，都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

一开始， 陶汝琴对麻风病的了解并不比
同龄人多。大一在报名社团时，她误打误撞地
选择了专门走进康复村做志愿活动的“家工
作营”。第一次参加社团培训时，面对大量患
者触目惊心的残疾照片， 她比同龄人显得更
为淡然。她说：“一些人被肢体残缺所惊吓，我
更被他们的孤单所打动。”

陶汝琴出生在长沙望城区。 爸爸妈妈
辛苦做工， 没有多少时间与精力去关怀她
成长中的心事。心思细腻的她，对孤单有着

更深的感受。“我觉得， 或许陪伴比救助更
能温暖他们。”陶汝琴说。

第一次走进炎陵龙景山，陶汝琴发现，
村民们大都衣食无忧，却又孤单伶仃。有的
村民是小时候患病时被送进来的， 后来成
了孤儿。 有的村民是成家后患病被送进来
的，自此与亲人隔绝。今年75岁的曾奶奶，
一个人生活了近20年， 她的亲人很少来看
她。

2015年过小年那天， 陶汝琴带着小伙
伴们再次来到了这里，陪曾奶奶写对联、剪
窗花、吃团圆饭。告别时，曾奶奶恋恋不舍
地问：“你们还会来吗？”“会啊，还会来很多

次。” 陶汝琴至今忘不了曾奶奶脸上的泪
水。

如今，陶汝琴带着伙伴们走进康复村，
第一件事就是住进村民家中， 和他们一起
做饭洗衣，帮他们修一些生活设施，比如水
泥台阶、房檐等。更多的是拉家常，组织唱
歌、跳舞、唱戏等活动。

“有一次，一个从不唱歌的老爷爷被我
们逗得‘歌性大发’。我们再去时，他还给我
们唱自己作词作曲的新歌呢。”陶汝琴笑着
说。

志愿者的工作琐碎又辛苦， 筹集活动经
费需要组织义卖活动。 没有时间筹集足够的
经费， 陶汝琴就从自己的生活费、 奖学金里
“抠”。为了省钱，每次进村她都带着伙伴们坐
最便宜的火车、公交车，一路颠簸。

志愿者们的拳拳之心， 不但与当地管
理部门形成了良好互动， 也让对麻风病患
者的疏远和偏见有了消融的迹象。 在郴州
汝城，一位被称为“小姐姐”的患者女儿，自
觉在网上发动众筹， 为村里所有老人购买
了电饭煲、电磁炉等电器设备；在石门剩头
山， 一位老人的儿子看到志愿者便大声呼
喊：“党员，你好！谢谢你，党员！”志愿者返
校时，他沿着山路送了近20公里。

这3年到底进村多少次？“11次。但并没
有结束。”陶汝琴说，今年寒假进村的事宜
已经安排好， 将来不管是工作还是继续读
书，都会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陶汝琴 图/张杨

11次走进麻风病康复村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曹娴）国家
旅游局12月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均已完成对本地4A
级及以下景区检查， 共有367家4A级及以
下景区受到不同程度处理， 其中包括55家
4A级景区在内的107家A级景区被摘牌。被
摘牌的4A级景区中， 就包括株洲市酒仙湖
景区。

根据公布的A级旅游景区复核整治行
动处理景区名单，其中，4A级景区中，株洲
市酒仙湖景区被摘牌； 益阳市山乡巨变第
一村旅游区、安化茶马古道风景区，永州市
柳宗元文化旅游区、 双牌阳明山旅游区被
严重警告；娄底市湄江旅游区，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红石林景区、猛洞河漂流景区，
怀化市黔阳古城， 郴州市飞天山国家地质

公园、安仁稻田公园被警告。
据悉，各地旅游管理部门已明确要求

被处理景区限期整改， 对于被严重警告、
警告、通报批评的景区，整改完成并通过
验收后，方可撤销对其的处理；对于被取
消及降低等级的景区，整改完成后，必须
按照有关程序重新申报创建相应等级的
A级景区。

国家旅游局整治旅游市场出重拳

4A景区株洲酒仙湖被摘牌
益阳山乡巨变第一村旅游区等4家景区被严重警告

湖南日报讯 原怀化地区行署副专员关振浩同志因病于2016年12月4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6岁。
关振浩同志1921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1937年2月参加红军，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83年8月离休，2011年6月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

关振浩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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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桂聊天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7日“大雪”，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1个
节气。立冬、小雪、大雪，不知不觉已到了冬季
第三个节气，接下来是冬至、小寒、大寒，这一
轮节气便已走完。

充满诗意的节气是关于时间的文化，充分
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的理念。日前，“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农历二十四节气却
暗合着公历的节奏，此外，节气描述的物候与
湖南气候却并不一定相符。

二十四节气是阳历不是阴历
我们日常所见的日历上，往往同时有两套

历法系统：一套是现在通用的公历，又称阳历，
一套是农历。 农历的月初总是对应着新月，农
历的十五或十六总是对应着满月。然而，传统
的二十四节气在农历里却是不固定日子的，反
而在公历中的日子相对固定，比如每年大雪总
是在公历12月7日左右。

事实上，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
阳合历，而二十四节气正是其中的阳历成分。

世界上的历法有三大类型： 一是阳历，只
考虑太阳的周年运动，也就是地球的周年绕日
公转造成的， 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历就是如此，
一年的长度是365.2422日。二是阴历，只考虑
月亮的周期运动，这样的历法今天伊斯兰世界
仍在使用，即所谓回历，一年的长度，平年为
354日，闰年为355日。三是阴阳合历，中国的传
统历法便是阴阳合历。

阴阳合历与阴历一样，以月亮圆缺一次的
时间定作一个月，又用加闰月的办法，使得平
均每年的天数跟阳历全年的天数相接近，来调

整四季。 阴阳合历是阳历与阴历兼顾的历法，
融合了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周期。

而“二十四节气”正是古人通过观察太阳
周年运动， 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
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因此二十四节气
正是我们传统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在公历
中的日子才会相对固定。“二十四节气”指导着
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
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
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
五大发明”。

�节气不一定对应湖南气候，但
仍有指导意义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黄河流域，以观察该
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
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
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不过，对于湖南来说，季
节的推进有时候要比黄河流域慢半拍。

比如立秋时节， 湖南往往还酷暑依旧，而
立冬时分，仍是秋高气爽。又比如7日起就要进
入的“大雪”节气，对于湖南来说，此时见到大
雪的机会还很少。

不过，气象专家表示，节气有时候更多表示
是一种趋势，大部分节气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此外，虽然“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
能在今天已经逐渐减弱，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依
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古人认为，大雪是“进补”的好时节，素有
“冬天进补，开春打虎”的说法。冬令进补确实
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使畏
寒的现象得到改善。此时节，可多食富含蛋白
质、维生素和易于消化的食物。大雪节气前后，
湖南的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适当吃一些可以
防治鼻炎，消痰止咳。

大雪话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