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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协办

周湘云 徐德荣 唐曦 成俊峰

鱼米之乡，重农固本。衡阳市拥有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农业资源，传
承着“神农创耒”的农耕文明。今年，该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市为目标，狠
抓落实，农业与农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衡阳市委书记周农提出，加快建设农
业强市，是建设“五个新衡阳”的重要内
容，必须在提高农业供给质量、深化农村

综合改革等方面下功夫。
5月，草长莺飞，繁花似锦。记者走进

衡阳广袤的农村，跟随农业强市建设的节
拍，感受这里绿地生金的变化。

优化结构，多种业态齐头并进
近年来， 衡阳市将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作为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突破点和落脚点，农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

为进一步调优粮食生产结构，今年全
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800多万亩， 其中

早稻360万亩、春玉米19.7万亩。还大力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今年计划种植特色旱杂
粮43.52万亩， 发展稻虾等稻田综合种养
7.77万亩，粮改饲3.82万亩。

衡阳市委副书记邓群策介绍，该市先
后出台了“‘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关于建设‘十百千万’现代农业发展工程
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休闲农业发展的
意见”等文件，引导各地根据资源禀赋和
市场需求，加快构建以粮食、畜禽、油料、
林木、蔬菜、茶叶为主导，以中药材、特色
水果、特种水产、休闲农业为特色的10大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先后涌现。 去年，

全市休闲农业接待游客826万人次， 实现
营业收入9.2亿元， 打造了珠晖区茶山坳
镇、衡南县宝盖镇、衡东县白莲镇等一批
特色明显的农业休闲基地，47家休闲农庄
获授省级休闲农庄，全市休闲农业发展势
头强劲。农村电商迅猛增长，去年完成交
易额突破15亿元，比上年增长50%，农村
电商网点逐步向乡镇、村延伸，祁东县成
为全省电子商务示范县。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彭婷 肖畅

春夏之交，生机勃发，一股热潮在岳
塘大地涌动。

3月15日，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完成，
创下全省第一；4月15日，村（居）委会换届
选举又书写“省级率先”；4月28日，基层团
委、 妇联换届也在全省最早画上圆满句
号。同时，勇吃“螃蟹”，成为全省首个手持
“同业对标”管理“指挥棒”抓班子带队伍
的区（县、市）……今年以来，湘潭市岳塘

区以市委推进基层党建“连心惠民”工程
为抓手，扑下身子、创新方式抓党建，用火
热的实践铸就坚定的信仰，用坚定的信仰
充实脚下的力量。这些工作，既得到了省、
市相关部门的高度赞许和肯定，也与基层
群众架起了一座“连心惠民”桥。

换届选举炼“真金”
“我们要把这次村级换届选举作为贯

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的生动实践，作为建设‘四

新岳塘’、建功‘大美湘潭’的重要举措，抓
紧抓好！”这是2月27日，岳塘区委书记胡
海军在全区村级换届选举动员部署会上
提出的要求。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岳塘区以提炼“真
金”的心态、波澜不惊的定力、带头冲锋的魄
力，让村级换届选举这辆满载组织信任与人
民期待的火车，不仅沿着轨道“跑得正”“跑
得稳”，而且“跑得快”“跑得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岳塘区提前谋
划、及早行动，早在去年底，就全面提高了

村（社区）运转经费和干部基本报酬标准，
公开选聘了60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年
轻专职党建员到每个村（社区），提前开展
村级财务清理审计。

今年2月，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到
各街道、村（社区）走访座谈。区级领导到各自
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摸清社情选情，建立基
础台账。对问题较多、选情复杂的3个重点村
与20个合并村（社区），制定专门方案，对离任
村（社区）干部诉求等7个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进行重点化解。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评论员

5月10日，《湖南日报》在头版刊发“湘
声”文章《让镜头对准基层 把版面留给群
众》。连日来，这篇评论文章在我省广大党
员干部、尤其是在领导干部中引发热烈反
响。他们表示，“让镜头对准基层，把版面
留给群众”是对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系
列要求的再次强调，是对“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理念的落地、践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实中的英
雄，始终以人民群众为新闻主角、媒体焦点，
既是舆论导向问题， 也是执政方向问题，其

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

民心。”知民心之向背，施政之得失 ，在于
领导干部有没有摸清基层真实情况，有没
有认真倾听人民声音，解决群众所关切的
诸多问题。领导干部的形象，要靠“撸起袖
子加油干”树起来。少上镜头、多到地头 ，
少占版面、多跑下面，方能知晓民意，理顺
民心。只要绷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根
弦，躬身践行，就不愁没有好形象，不愁不
出好政绩。

让人民群众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角，是
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体现，也是新闻最真

实的本源。76年前， 为真实反映冀中抗日
根据地既艰苦卓绝而又积极奋进的军民
生活，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冀中党
政军发起了一场“冀中一日”写作运动，10
余万军民拿起笔杆子记录下了1941年5月
27日这一天里发生的抗日故事。这不仅是
一场以人民群众为新闻主角的写作运动，
人民群众更是新闻的记录者。人民群众无
时无刻不以创造性的社会实践证明与提
醒着：人民群众始终是新闻的活水之源。

在人人都是自媒体、个个都有麦克风
的今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乐于表达的
主体意识更加凸显，需要更多以人民群众

为主角的版面与镜头予以呈现。中央环保
巡视组来了， 各地群众主动提供线索，他
们的积极参与凝聚起建设 “美丽湖南”最
大的民意基础；邵阳的一位大学生暴风雨
之夜被高空坠物砸成重伤，市民纷纷出手
相援， 不到4小时就募集了50万元， 借助
“新湖南”、《湖南日报》等媒体的报道，“邵
阳好人”精神得以弘扬……近期，《湖南日
报》刊发的“脱贫攻坚在三湘”“砥砺奋进
的五年”“湖南好人”等系列报道，更将基
层的良好风貌带着生活的温度奉献给了
广大读者。有了人民群众当主角 ，党的新
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也
必然相得益彰。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穆青念兹在兹“勿
忘人民”， 其含义首先在于人民群众是新
闻报道的主角，更深的内涵在于 “情系人
民、扎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一种情怀，
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
新闻工作者，都值得深思、力行。

舞活“农头”地生金
———衡阳推进“农业强市”建设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广玉兰开了， 带着沉沉的暗香， 栀
子花的甜香野气十足， 茉莉花的茶香略
显婉约……农历五月， 暑气初升， 花草
在初夏的阳光下蒸腾出浓郁的味道， 而
端午这一天气味最为特别。

端午时节， 高温潮湿， 蛇虫滋生，
季节转换之时， 病邪容易入侵， 古人因
此将农历五月称作“毒月”“恶月”。 生长
在每个节气里的植物， 都是贴切且实用
的， 对端午来说， 最应时应节的， 是包
括艾草在内的各种芳香植物， 浴艾汤 、
挂菖蒲、 佩香囊， 这些端午习俗均颇

有深意， 试着用草药调和人体与自然
环境。

艾草有独特的气味， 有人称为艾香，
也有人觉得难以接受， 不过， 这种味道
有驱虫的作用， 且能清热解暑、 防湿止
痒。 艾草可以算得上是普遍使用的“国
民香草”、 能除百病的“神仙草”。 在湖

南， 很多地方在新生儿出生第三天， 用
艾草泡水洗澡， 称为“洗三朝”， 产妇坐
月子期间不可以洗生水的， 但可用艾水
洗头洗澡。 中医认为， 艾草能通十二经
气血， 通过艾火的温热刺激， 虚寒者能
补， 郁结者能散， 有病者能治， 无病者
可以健身延年。

菖蒲是水中的香草， 有芳香开窍及
利气的功效。 菖蒲叶形似剑， 故而又称
水剑， 民间据此认为悬挂菖蒲可以斩妖
辟邪。 荩荩（下转3版④）

以中国航发动研所尹泽勇院士为主
的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研发和产业化创新
团队，奋战10余年，取得以“玉龙”发动机
工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原创性成果———

让通航飞机
装上“中国心”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耿静

通用航空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它的
效率是高速公路的4倍，市场潜力巨大。

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关键在发动机这颗“心”。
为了航空发动机这颗“心”，以中国航发动研所尹泽
勇院士为主的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研发和产业化创
新团队，以“心”换“心”，10余年间，团队承担了包括
国家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科技重大专项在内的
100余项科学研究和装备研发任务， 取得了以“玉
龙”发动机工程、涡轴16发动机及多学科设计优化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原创性成果。该团队在相关研究
技术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今年荣获湖南科技创新
奖。

5月25日， 尹泽勇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让
通航飞机装上‘中国心’，并走向世界，为国家产业战
略转型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团队的梦想。”

据了解，目前在国内通用航空市场，国外制造的
占75%，国内制造的仅占25%，其中10%为合资产品，
而装配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航空发动机的飞机就
更少了。

航空发动机决定了航空器的性能和寿命。作为当
今世界上最复杂的工程系统，它要求数万个零部件在
有限的空间内要克服17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压力相
当于3倍蓄满水后三峡大坝底部的高压等严酷条件，
发动机叶片叶尖承受的离心力相当于40吨重卡车的
拉力，并同时要求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稳定长时
间使用，其技术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国家工业设计制造
的最高水平。 荩荩（下转3版③）

“爱心端午”暖童心
杨亲福 周俊

5月28日，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新化县奉家镇上团
村红二军团旧址红歌嘹亮，上团寄宿制学校30余名留
守儿童，在长沙洗心助学会爱心人士的辅导下，排练着

“六一”会演节目。6年来，每逢节假日，易笑、俞赵炜等
爱心人士都会来这陪大家过节。

上团寄宿制学校党支部书记奉斌华感慨地告诉记
者：“这是个特别的‘爱心端午’，志愿者们昨天下班后，
立即从长沙赶往我们新化的贫困山区，天黑山路难走，
一直到凌晨1时多才到，长途跋涉，就是为了陪学生们
过个节。”

上团山区是革命老区， 其所在的奉家镇距县城
100多公里，辖7个行政村，都是贫困山村。前些年，县
教育局和财政局联合开展教育扶贫， 为上团小学建好
了教学楼和寄宿楼，使之成为了寄宿制学校。这里几乎
囊括了上团所有的留守儿童，每逢节假日，当其他孩子
都回家团聚时， 总有几十个孩子因父母外出打工而不
得不留校。

今年端午节，没有回家过节的还有易笑等志愿者。
出发去上团的当天， 他们早早地将带给孩子们的礼物
搬上车，有书籍、学习用品、玩具以及募集到的一些爱
心物品和捐款。 荩荩（下转3版⑤）

夯实“连心惠民路”
———湘潭市岳塘区创新方式抓实基层建设纪实

让人民成为新闻报道主角
是情怀更是责任

香草里的端午

5月29日， 端午
小长假第二天， 湘江
长沙市福元路大桥
段， 龙舟赛选手正全
力拼搏。 当天， 来自
开福区秀峰街道的10
支民间龙舟队逐浪竞
技， 吸引了1000余名
市民观看。

傅聪 摄

奋楫争先

花海
畅游
5月29日，端

午 小 长 假 第 二
天， 郴州市北湖
区爱尚三合绿色
庄 园 里 鲜 花 盛
开， 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赏花休
闲，欢乐度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龙舟竞渡夫夷江
新宁县与广西资源县龙舟

邀请赛在 山举行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尹建国 杨坚）5月28日上午，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新宁
县崀山夫夷江渡湾江面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两岸
人潮如织、欢声阵阵。新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龙
舟邀请赛正在进行，51艘造型各异的龙舟劈波斩浪、
奋勇争先，场面十分壮观。

新宁县境内的夫夷江发源于广西资源县猫儿山。
同饮一江水，胜似一家人，而且两县都一直传承着“宁
可荒掉一垅田，不可输掉赛龙船”的古老习俗。今年，为
了进一步加深两县人民情谊，推进新宁“旅游兴县”步
伐，新宁县委、县政府特举办了此次龙舟邀请赛。

当天的赛事吸引了2万余名群众前来观看。比赛现
场，当裁判一声哨响，江面500米赛道上，鼓声、桨声、
号子声、岸边观众的加油声震天动地，一条条龙舟像一
支支离弦之箭，飞向终点。经过激烈角逐，新宁水头1
号、资源咸水口代表队获得第1名，新宁连村2组、资源
梅溪口代表队获得第2名。

山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