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周月桂）刚
刚过去的2月，我省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不过，从3月3日开始，阴雨将裹挟着降温
而来，人体感觉比较湿冷，请注意及时添加
衣物。

据省气候中心数据，2月1日至26日，
全省平均气温为8.6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
高1.1摄氏度，其中桂阳、道县、蓝山、资兴4

县市偏高1.8摄氏度以上。 3月的第一天，
湖南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继续上扬，最高
气温普遍上升到了20摄氏度以上。 今天，
湖南依然阳光满满，不过，由于受弱冷空气
影响，气温略有下滑，14时，多地气温都在
16摄氏度左右。省气象台预计，3日至6日，
省内自北向南迎降雨天气过程， 以小到中
雨为主，局部有大雨。

阳光落幕 阴雨接班
2月湖南气温总体偏高，今起降雨降温

陈淦璋

在长沙城北，新开了一家“刘聋子”津
市牛肉粉店，生意出奇地好。

笔者慕名而去，每次都得排队。中餐和
晚餐时间， 蹲在店门口嗦粉的食客可谓壮
观。

与普通粉店不同，这家“刘聋子”粉店
营业面积达300平方米，装修考究，仿古风
格。很难想象，吃碗粉也有包厢，也可以坐
下来慢悠悠地炖粉。

消费自然不低。点个牛肉炖粉锅，再来
几个凉菜，马上就100多元钱了。

无独有偶， 在长沙开福万达广场有家
邵阳风味粉店“隆小宝”，店内装修极有国
际范，一碗牛肉粉售价接近40元，生意还特
别好。 眼下，“隆小宝” 已去北京三里屯开
店，不仅是生意火爆，更被北美知名建筑杂
志AZURE评为全球前十的最美门店设计。

“隆小宝”创办人、邵阳小伙肖智丹告
诉媒体：“凭什么一碗日本拉面在中国可以

卖50元，而中国米粉只能卖10块钱？凭什么
中国像样的小吃，只配用乱糟糟的桌椅，不
讲究有美感的消费体验。”

肖智丹的说法，有国际经验可以佐证。
当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后， 人们的消费
从“享受型”向“休闲型”转变；而突破1万美
元后， 物质消费的主导位置将被精神消费
所取代。

快速发展的中国， 正是消费升级的时
代。北京市人均GDP突破1.7万美元 ，湖南
省人均GDP也已突破6000美元， 一碗价高
质好的米粉很有市场。

津市米粉“有想法”，政府的有形之手也
在发力。该市不仅成功申报“津市牛肉米粉”
国家地理证明商标，还积极扶持老字号粉店
联强靠大、异地发展，已有“刘聋子”“曹记”
“黄记”在长沙多个商圈开“分号”。

在湖南，不止津市牛肉粉、邵阳牛肉粉，
衡阳鱼粉、怀化鸭子粉、新化三合汤粉都有独
特风味和深厚底蕴。做餐饮的本质就是做文
化，文化底蕴足还怕没有大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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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2月26日凌晨3时20分， 郴州公安消防支
队特勤中队接到报警称， 市城区万华汽车城
一门面失火。 中队长曾杰毅立即带领20多名
消防官兵赶去，将火扑灭。返回途中，又接到
报警称京珠高速良田段两辆大货车发生追尾
事故，曾杰毅带领队伍迅速赶去抢救伤员，到
上午9时才返回。

扑火救难， 这是曾杰毅日常工作的重要
部分。入伍13年多来，他参加过1000多次灾难
救援行动。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置生死于度
外，是一个铮铮铁汉。而在家里，他对身患白
血病的妻子不离不弃，让铁汉多了一份柔情。

铮铮铁汉
今年32岁的曾杰毅于2003年12月入伍，

投身消防事业，当时他许下志愿，要做人民生
命财产的“守护神”。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13日
凌晨，湖南消防总队动员紧急驰援灾区。早已
是消防骨干的曾杰毅主动请缨， 与从其他支
队抽调的战友们一道，奔赴地震灾区。

“5月14日到达灾区后，我被任命为救援
组组长。”曾杰毅回忆，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
务， 就是迅速赶赴北川蒲阳路胡家巷一处倒
塌的6层居民楼，实施搜救。在一片废墟中，曾
杰毅背着生命探测仪，仔细搜寻，和战友用双
手扒土，用双肩抬板，用双膝顶梁，奋力搜救
幸存者。余震频繁、断墙危倾，在危险而艰难
的环境中，他和战友们从废墟里成功救出了5
名受困群众。

那年5月18日， 按照应急救援指挥部决
定， 曾杰毅率战友冒着余震中山体滑坡等危
险，赶赴灾情严重的水观乡，营救受灾群众。
在将200多人护送到南坝镇的过程中，为开辟
山谷通道， 曾杰毅将救生绳拴在山体两头的
树干上，与战友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群众抓着
安全绳通过了险区。

“曾杰毅从一名消防战士成长为中队指
挥员，不仅有敢于冲在前面的劲头和勇气，更
有过硬的业务素质。”郴州公安消防支队支队
长刘涛介绍，多年来，曾杰毅带队参加全省消
防比武，团体及个人每次都取得优异成绩。

在部队， 曾杰毅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
等功1次、 三等功8次， 被公安部消防局评为

“训练先进个人”，获得过全省消防部队“十佳
训练标兵”、省“十佳青年卫士”、省“十佳人民
警察”、“湖南好人”等多项荣誉。

柔情丈夫
曾杰毅与妻子樊婕于2008年相识相恋，

以细致体贴赢得了樊婕的芳心。然而，命运把
他们“捉弄”了一下。

2011年5月，樊婕被诊断患白血病，这犹
如晴天霹雳， 让她瞬间崩溃。“知道我的病情
后，曾杰毅一点也没退缩。相反，他对我照顾
得更加细致入微。”樊婕感动地说，认识曾杰
毅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患难见真情。 在曾杰毅坚持下， 两人于
2012年9月领证结婚。2014年9月，怀孕5个多
月的樊婕因孕停药，白血病复发，被送往医院
抢救，肚子里的孩子也陷入危险中。

经一个多月治疗，病情没有好转。如果继
续做化疗，孩子就保不住了。但要把孩子生下
来，存活率也可能很低。最后樊婕决定，把7个
多月的孩子剖腹生下来。

孩子一出生就被送往儿童医院。 那段时
间，曾杰毅奔波在两家医院之间。他在手机里
写道：“宝宝和樊婕正在承受着苦难， 我却无
能为力， 只能祈求上苍保佑， 愿他们平平安
安、健健康康，我愿用我的生命换取他们的平
安健康……”

部队知道曾杰毅家的难处后，先后两次
发起爱心捐款，筹措医疗费24万多元，还为
他申请到大病救助金13万元。 如今，2岁多
的儿子健康成长，让曾杰毅宽心不少。但仍
躺在病床上的妻子，身体越来越虚弱，医疗
费用给家庭带来了很重的负担。 面对这一
切，曾杰毅坚毅地说：“这么多年我们都挺过
来了，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和妻子就会坚
持下去。”

点评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无所畏
惧、从不退缩，是一个铮铮铁汉。而对患病的
妻子，他不离不弃，体贴入微。谁说英雄只懂
冲锋？谁说铁汉不解柔情？奋战在扑火救难一
线的曾杰毅，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更
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

米粉有文化，“吃”出大商机
谈经论市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陈凯军 贺禹霖） 今天在常德市鼎城区
召开的全省油茶产业推进会部署， 今年要
力争茶油产量达到30万吨、 产值突破400
亿元。

湖南油茶林面积居全国第一，2016年
底达到2110多万亩，当年产茶油23.4万吨，
产值达300.8亿元。但是，我省油茶林中低
产林居多，还有1100万亩老油茶林，没有
进行过垦覆抚育，产量很低，有些亩产茶
油不足5公斤。其中，大部分老油茶林与
其他树种混生，逐渐演变成杂木林。这是

我省茶油产量上不来的资源瓶颈， 也是
潜力所在。

省林业厅部署，今年要新造油茶丰产林
35万亩，油茶低产林改造100万亩。“十三五”
期间， 全省要完成500万亩油茶低产林改造
任务。实践表明，通过垦复改造，老油茶林产
量可以提高4至5倍，亩产茶油可达到20公斤
以上。如此，全省茶油产量可成倍增长。

鼎城区创造性摸索出油茶林“带状更
新”低改模式：在新树见效前，每亩保留一
半的老树，产量增加，也大大缓解了资金投
入压力，兼顾了当前与长远。

今年力争茶油产值突破400亿元
油茶低产林改造是重点任务

湖南日报3月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今天，记者从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获悉，日前，一个包含6枚眼角膜
的海外包裹从美国阿拉巴马眼库飞抵长
沙，它们用于移植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6
位角膜盲患者。为争取宝贵时间，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开启“绿色通道”，快速核对
相关资料并进行现场查验， 在确认其完全
符合相关要求后， 工作人员立即予以签字
放行。 目前，6位角膜盲患者已顺利完成角
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

据了解， 我国目前有数百万人因角膜
病致盲，由于眼角膜捐赠严重不足，每年实
际开展手术不足需求量的2%， 因此亟须
“国际眼库”援助。而眼角膜作为人体组织，
监管级别为A级， 是出入境特殊物品中风

险系数最高的等级。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检验检疫部门必须实施卫生检疫审批、
现场查验和后续监督管理等多个环节，行
政审批时限为20天。

此前，我省没有海外眼角膜入境先例，
而这批移植用眼角膜的有效保存时间仅约
10天， 冷链运输时间需控制在96小时以
内。鉴于其特殊性，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实施预先审查、后续
监管、全程跟踪、快速通关，申报后仅用了
不到4个小时就完成了入境检疫审批手
续，来自海外的“光明礼物”以最快速度到
达使用地点。

记者从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
到，今年预计将有200枚海外眼角膜入湘，
为我省200位角膜盲患者带来光明。

申报后4小时内完成入境检疫审批手续

我省开启眼角膜入境“绿色通道”
预计年内约有200枚海外眼角膜入湘为患者带来光明

湖南日报3月2日讯 （通讯员 胡小亮
邓杰 记者 李伟锋）近日，由中车株洲所自
主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
LKJ（列车运行监控系统），在机车和高铁
上运行突破60万公里并通过中国铁路总
公司技术评审，即将批量投入市场。

LKJ系统俗称铁路“黑匣子”，用于列
车运行安全防护和运行状态记录，素有“列
车保护神”之称。新一代LKJ系统，于2015
年8月开始，在沈阳、南昌、兰州等铁路局既
有线和客运专线运用的机车、 动车组上开
展试验和试用考核， 连续运行超过1年。从
运行情况看，该系统运行稳定可靠、控制准
确、效果良好。专家评价认为，新一代LKJ
系统，相比于现行列车运行监控系统，能大

大减轻乘务员的劳动强度，在维护、使用和
安全体系提升方面有极大改善， 符合当前
铁路技术装备发展需求。

据研发人员介绍， 新一代LKJ系统采
用安全计算等先进技术确保列车运行安
全。列车出站前，该系统就已经将整条线路
的信息录入车载数据库，就像是GPS，提前
把线路导入，包括什么时候有隧道，什么时
候有桥梁，这些地方都有不同的限制速度，
会显示在显示器上。而在列车启动后，LKJ
系统的速度和压力传感器则开始工作，实
时采集列车运行状态， 并计算列车的实时
位置和控制曲线；如果车速接近限定速度，
LKJ系统则会自动切除动力， 采取制动措
施让列车降速，直至紧急制动。

新一代铁路“黑匣子”即将批量入市
已在机车和高铁上运行突破60万公里

湖南日报3月2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刘仲秋）早籼稻高仓满储，倒逼湘米优化。
今天召开的全省粮食工作会议透露， 湖南作
为粮食大省，要树牢优质优价理念，提升湘米
市场竞争力。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2017年国家继
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
2017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 中晚籼稻
（三等）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50公斤130
元、136元，与2016年相比分别下调了3元、

2元。省粮食局局长张亦贤称，国家政策导
向十分明显，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从
单一的托市收购转变为优质优价的市场化
运作。

抓收购、保供给是粮食部门的主业。湖南
已连续4年8次启动托市收购预案， 早籼稻高
仓满储、购销不畅。今年极有可能连续第5年
第9次、第10次接踵启动。会议要求，各级粮食
部门要全力化解仓容布局不合理、 局部仓容
紧张的矛盾，根据粮食产量、收购量合理布局

收储网点，确保县县都有收购点，力争农民售
粮路途不超过50公里。粮食收储由过去“储得
下”向“储得好”转变，全省已确定智能化升级
库点345个，总仓容793.8万吨，确保年底前基
本建成。

推进湘米优化， 不仅要引导农民种植优
质稻，还要实施“湖南好粮油”工程，促加工升
级。省粮食局提出，2017年全省粮油加工业总
产值力争突破1300亿元， 销售收入争取达到
1270亿元以上，利税争取突破60亿元。

购销不畅倒逼湘米优化
今年早籼稻、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50公斤130元、136元，较去年分别下调3元、2元

铁汉柔情
———记郴州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曾杰毅

2月26日上午，
曾杰毅 （中） 和消
防官兵在京珠高速
良田段两货车追尾
现场抢救人员。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刘勇）一直以
田间水稻闻名于世的湖南， 首次出现在山地
上栽培稻子的现象。今天，在常德市鼎城区召
开的全省油茶产业推进会观摩现场， 来自全
省林业战线的代表们， 见识了这种油茶林与
山稻套种的全新生产模式。

在鼎城区谢家铺镇的一座油茶山上，记
者看到，油茶树附近的空隙地上，极其罕见地
留着一行行禾蔸。 这片基地属于湖南申友农
林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曾山告诉记者，
他们去年第一次在油茶林间套种了50亩山
稻，这些禾蔸就是收割后留下来的。

曾山介绍， 套种山稻主要是为了降低茶

油生产成本。 现在市面上的茶油价格一般达
到100元每公斤，普通家庭喊消费不起，而茶
油企业也喊赚不到钱， 主要原因就是茶油生
产过程中的人工成本太高。 曾山说：“公司去
年套种山稻，每亩节本增效2300元。”

据悉，“申友农林”公司种的50亩山稻，是
从江苏引过来的常规稻品种，一年一季，每亩
需投入物资和人工成本700元，但在种植过程
中，可为“配套”的油茶林“顺便”省下每亩300
元的管护费。山稻不用育秧、插秧，直接点播，
也不用任何人工灌溉和打农药， 只施一次有
机肥，产量虽然低，但稻谷品质上佳。曾山说，
去年平均每亩山稻产了75公斤谷子， 按现在

市面上的山稻米价折算， 每亩产值不会低于
2700元。

“套种山稻，可以大大冲抵油茶林管护、
采摘等人工成本，茶油的价格就能降下来，人
人都能消费。”“申友农林”公司计划，今年将
油茶林套种山稻发展到1万亩。

与会的许多“老林业人”表示，自己在山
上摸爬滚打一辈子， 以前还从未听说过山地
上也能种稻子，这回算是开了眼界。记者从农
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获得的信息是， 湖南以前
栽培过需水很少的旱稻， 但这种栽培在山地
且完全不用人工灌溉的山稻， 确实是第一次
出现。

稻子种在山地上
湖南首现山稻栽培，与油茶林套种，助力降成本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彭雅惠）从
今年开春存贷款看，湖南人钱袋子又“鼓”
了，消费也更加“大方”。今天，记者从省统
计局获悉，1月份全省金融机构新增住户
存款1655.4亿元；新增贷款937亿元，其中
近两成为个人消费贷款。

统计显示，1月份， 我省金融机构新增
存款主要来自于住户存款和非金融企业存
款，分别增加了1655.4亿元、104.1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同比多增1308.3亿元，单月新
增额创历史新高， 到1月末，全省住户存款

余额已突破2万亿元，达到22899.5亿元，同
比增长19.6%。 而广义政府存款和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存款则均出现减少， 分别净下
降568.7亿元、49.2亿元。

与此同时，全省住户贷款也迅速增长，
1月份新增190.4亿元，同比多增57.6亿元，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新增181.1亿元，同比
多增80.5亿元，到1月末，全省个人住房消
费贷款同比增长35.2%，增速同比提高14.6
个百分点，这已是我省房贷增速连续11个
月同比加快、连续4个月高于30%。

我省住户存款新增超1600亿元特色小镇
一幅画

3月2日，湖南娄底·双峰
第七届油菜花文化旅游节在
双峰县锁石镇举行， 万亩油
菜花吐露芬芳，金黄遍地。近
年来，锁石镇以花为媒，大力
打造休闲旅游特色小镇，建
立了万亩油菜基地、 千亩油
葵和菊花基地、 千亩荷花基
地， 培育了以花卉经济为依
托的旅游扶贫产业。

李建新 赵冠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