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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滕珊珊

宝库岭上，一个中年汉子双手叉腰，
举目四望，像一位将军在检阅部队。

附近几座山上， 成片的果树郁郁
葱葱。

“七一”前夕，记者爬上山头，村民
谭吉贵指着山岭上那个汉子说：“那是
我们的‘谭指挥’。”

“谭指挥”叫谭泽勇，是麻阳苗族
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党支部书
记、乡“连村联创”重点扶贫产业园联
合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在楠木桥村， 记者听到了很多有关
“谭指挥”带领村民脱贫攻坚的故事。

“‘谭指挥’有勇。”村民焦双菊说，
1996年， 谭泽勇辞去县烟草公司的工
作，回村从村委会主任到村支书，一干
21年， 把一个穷村建成了怀化市小康
示范村。 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

去年8月，有两个村并入楠木桥村，
并村后的楠木桥又变成了贫困村。对
此， 部分干部群众想不通。“合并以后，
村里资源更丰富、发展空间更大、奔小
康的路更宽了。” 谭泽勇在村民大会上
说的一番话，让干部群众豁然开朗。

今年5月的一天， 谭泽勇从县里联
系项目回村路上，突然两眼发黑，人事
不省，被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因过度

疲劳引发休克、痉挛，并造成腰部骨折。
住院期间，他还是三天两头往村里跑。

“‘谭指挥’有谋。”村党支部副书记
谭泽长说，谭泽勇点子多，敢谋大事。

2015年，谭泽勇谋划起一个大“项
目”：打破地域界限，整合资源和资金，
开展“连村联创，抱团攻坚”党建扶贫，
吸纳包括4个贫困村在内的另外8个村
的党支部、276名党员参与。

这一想法得到乡党委支持。然而，

要将9个村聚在一起抱团攻坚，并非一
帆风顺。当时，有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有抵触情绪，个别党员嘲讽谭泽勇“想
当官想疯了”。

为开阔视野，谭泽勇带着8个村的
党支部书记和部分党员、群众，到广东
的经济强村考察学习。

“这招，确实高！”梅场村村支书舒
鸣说，回程车上，谭泽勇组织大家谈参
观体会，大家越谈心里越亮堂，解决了

10多次会议都谈不拢的难题。
抱团攻坚，核心是发展产业。在谭

泽勇倡议下，9个村共同组建核心扶贫
产业园， 在宝库岭周边集约土地2000
余亩，整合资金1850万元，9个村646户
贫困户全部以小额信贷或产业扶助资
金入股产业园。

在“连村联创”扶贫产业园蓝莓基
地， 蓝莓产业党小组组长宋志顺领着
曾宗华等贫困村民， 在听怀化职业技
术学院的专家讲解蓝莓培管知识。

“对‘谭指挥’，我们信得过。”曾宗
华告诉记者， 他以小额信贷入股蓝莓
产业，收益后有分红，在基地打工有收
入。基地建了党小组，党员们有技术、
能力强，不愁脱不了贫。

“把党小组建在产业上，是谭泽勇
的主意。”乡党委书记田达春介绍，9个
村组建了联合党总支， 乡党委书记兼
任党总支书记，谭泽勇任专职副书记，
是具体负责人。 联合党总支下设20个
党小组，全部建在脱贫产业上。同时，
把致富办法多、 帮扶能力强的党员致
富能手配置到产业基地。

微风吹拂， 绿意和希望在果林里
蔓延。谭泽勇欣喜地告诉记者，扶贫重
点产业园已初具规模， 到2019年，9个
村的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将达到7000
元以上。

去年10月， 谭泽勇从北京捧回了
全省唯一的“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段云行）6月下旬以来， 从华菱
涟钢厂区穿越而过的涟水河洪
水猛涨，但华菱涟钢及时预防，
有序应对灾情， 生产经营取得
今年来最好成绩。6月份， 钢、
铁、材3大主要产品产量全面超
目标，全月盈利超1亿元；订单
饱满并兑现良好， 部分品种订
单已接至9月。

今年来，涟钢不断加强企业
管理，调整产品结构，深挖内部
潜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幅提
升。各条生产线争先恐后，轮番
上演了刷新各项生产纪录的精
彩好戏。 方坯产量两破日产纪
录，质量达近3年来最好水平；棒
材连续4次刷新日产纪录；210

转炉炼钢精准高效，班产、日产
双双打破纪录。同时，涟钢全面
推进“质量效益型”战略，产品结
构向纵深调整。6月，“双高”品种
钢总产销量及冷轧品种钢产销
量、螺纹钢及强度更高的四级螺
纹钢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

针对湘江水系进入主汛期
的情况， 涟钢早在6月初就提前
部署，对区域内地下室、地下油
库、排水（疏浚）系统、建（构）筑
物及挡土墙护坡等重点区域进
行隐患排查， 确保生产不受影
响。 持续半个多月的大汛期间，
涟钢全流程生产不中断；生活稳
定有保障，以最快速度恢复了供
水供气，将暴雨和洪水带来的不
利影响降到最低。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诚） 今天，湖
南省质监局发布《学校合成材料
运动场地面层质量安全通用规
范》《医用超声探头表面消毒要
求与效果评价方法》《烟花爆竹
黑火药和引火线包装技术要求》
《智能检查井盖通用规范》等4项
地方标准，对相关行业、产业的
生产与检测提出“湖南要求”。

据了解，《学校合成材料运
动场地面层质量安全通用规范》
湖南标准颁布实施前， 已有广
东、上海等地先后出台了相关标
准。而目前，国内3000余家相关
制造商中， 仅18家拥有环评批
复报告，在湖南，仅有优冠实业
集团一家。

据该通用规范主要起草人
之一、优冠实业集团总经理肖帅
介绍，新标准中，如总挥发性有
机物（TVOC）含量，湖南标准要
求限制为每立方米小于等于
1.0毫克。他还透露，在未来，合
格、优质的合成材料应该朝着无
溶剂方向发展，从源头上杜绝有

害物质。
《医用超声探头表面消毒

要求与效果评价方法》 地方标
准的制定与实施， 可有效指导
和促进医疗机构对医用超声探
头表面的消毒工作， 正确引导
医院使用合理可靠的消毒方法
和消毒设备。

《烟花爆竹黑火药和引火线
包装技术要求》地方标准的制定
与实施，将最大限度地防止因黑
火药、引火线的包装质量问题而
带来的安全隐患，实现安全与质
量的可控。

《智能检查井盖通用规范》
地方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填补了
我省智能井盖行业无统一标准
的空白。据该项标准主要起草人
之一的长沙金龙铸造总经理常
应祥介绍，该标准的出台，对规
范市场行为， 加强井盖管理，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实现智能井盖
数字化，满足智慧城市和公共安
全管理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 该4项新地方标准
已于5月开始陆续实施。

有勇有谋“谭指挥”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微档案】
易月珍，女，1965年生，桃源县架

桥镇中学教师兼班主任。扎根农村33
年，先后被评为常德市“师德建设先
进个人”，桃源县“十佳人民教师”“优
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教学工作先
进个人”。

【故事】
易月珍是一位“获奖专业户”。
2次荣立二等功、8次荣立三等

功、10次受到县政府嘉奖；7次被评为
桃源县“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多
次获“倪亮元教育奖励基金”奖励。从
教33年来， 几乎年年被评为桃源县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更为可贵的是，她将自己的青春
和情感全部奉献给了农村孩子，架起
了一座从乡村走向世界的“桥梁”。

7月3日，当记者的汽车下了高
速公路路口 ， 驶入狭窄的乡村小
道， 来到桃源县架桥镇中学时，易
月珍正沉浸在一片喜悦中。她教过
的一位学生今年高考成绩优异，有
望进入清华大学就读。

“每当听到他们的喜讯时，我
都非常高兴。农村的孩子读书不容
易，能够进入最高学府更不容易。”
头发扎着马尾、身穿黄色连衣裙的
易月珍，端庄中不失亲切，威严中
透着温柔。

“教好一个孩子，就是为家庭、为
社会、为国家作了贡献。所以，我无论
是当科任老师还是班主任，都不放弃
任何一个学生。”易月珍说。

易月珍是桃源县架桥镇人，1983
年高中毕业后， 一直在本地教书。
2007年调到架桥镇中学教初三年级
历史，同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

“她是我们公认的教书楷模。无
论多差的班级、多调皮的学生，在她
的手中，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她教
的历史学科每年会考成绩都是全县

第一，她带的班级升县一中的升学率
达到50%，令人钦佩。”架桥镇中学副
校长杨勇对易月珍赞不绝口。

今年毕业的架桥镇中学 156
班，曾是一个后进班。由8个调皮男
孩组成的“八大金刚”，让教师们很
是头疼。

去年，易月珍接手教这个班的历
史课后， 决心用爱心转变这些学生。
她了解到8个孩子中领头的何正，是
一位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孤儿，便主动
关心何正，邀请他到家中吃饭，还不
时地给他一些零用钱或给他买衣服。

“热情能融化冰山。孩子缺乏父
爱母爱，我就用母爱转化他。”易月
珍说。在易月珍的关爱下，何正进
步很大， 并带动了班上另外7名调
皮男孩的转变。今年6月，这个班里
的10多名孩子考上了桃源县一中，
其中就有何正。

“老师，您就是我们的妈妈，我们
永远爱您。”这是架桥镇中学123班的
孩子写给易月珍贺卡中的一句话。

123班是易月珍来到架桥镇中学
当班主任带的第一个班。当时，已进

入初二年级的这个班是全校最差的
一个班，成绩垫底，课堂纪律极差，大
家都不愿意接手。

“我来。”易月珍迎难而上。为整
治课堂纪律， 她将办公桌搬进了教
室，陪学生听课；为帮助学生提高成
绩，她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补习各
门功课；为让学生晚上休息好，她将
铺盖搬进了学生宿舍。

“学生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
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上课没精神，很
难学好。”易月珍说。

两年过去，123班这个全校最差
班， 创下了中考6门科目成绩全县第
一的奇迹。

易月珍说：“很多老师问我，这是
怎样做到的。其实，也没什么秘诀。只
要能让学生学好，我不怕吃苦，不怕
麻烦。”

易月珍觉得最感谢的是家人。她
说：“33年来，我将90%的时间给了学
生，只给家人留了10%的时间。是他
们的支持，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培养我的学生。如今，很多学生考
上了重点大学，我十分欣慰。”

攻关10大节水节肥
丰产技术

累计增产粮食 200多万
吨，节水35.8至44.8亿立方，减
少氮肥用量8.95至13.44万吨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汤文光）今天，益阳市赫山区
笔架山乡中塘村试验示范基地里，一
场早稻现场观摩会聚焦了省内外专家
的目光。这是湖南省农科院主持承担的
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湖南专项第三
期项目的6个核心示范基地之一。 项目
首席专家黄璜教授介绍，经过5年攻关，
形成了10大节水节肥丰产实用技术，
累计示范推广面积4479.64万亩， 平均
每亩增产50.1公斤，增产粮食224.53万
吨；每亩节水80至100立方、节氮2至3
公斤，共节约用水35.8至44.8亿立方、减
少氮肥用量8.95至13.44万吨。

在节水节肥的前提下增产， 是对
粗放式种植方式的挑战。 要实现这个
目标， 需要弄清楚水稻吸收水肥的机
理，提高水肥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氮肥
的施用，既容易流失又造成环境污染，
迫切需要减量施用。 湖南省农科院牵
头承担了项目后， 针对制约湖南双季
稻丰产节水节肥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
题，在湘北、湘中、湘南设立了6个核心
示范基地， 进行了创新研究和技术集
成，并进行了大面积示范推广。

记者看到， 中塘村基地共有800
多亩稻田， 栽种了10多个早稻品种，
正处于灌浆的后期。专家们评议认为，
基地早稻在今年长期低温寡照、 雨水
严重偏多的不利气候下， 大面积生长
平衡，有效穗足，结实率高，预期可达
到项目总体目标。据悉，基地已连续5
年开展丰产节水节肥的试验， 有的试
验方案减氮量达到20%。

专家评议认为， 项目组研创了双季
稻“早旋晚免”秸秆还田综合丰产、水稻节
氮增苗丰产栽培等丰产节水节肥实用技
术，形成的“湘北提引灌区、湘中库塘灌
区、湘南库塘与提引灌区”3大区域双季稻
丰产节水节肥技术模式和区域生产技术
体系，为湖南双季稻节水节肥、丰产稳产、
减排降耗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 � � � 6月23日，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泽勇（右一）在与
农技专家探讨猕猴桃培管技术。 李夏涛 摄

“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记常德市桃源县架桥镇中学教师易月珍

提前做好防汛准备 生产经营创新纪录

华菱涟钢6月盈利超1亿元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赵向新） 今天，
国网（湖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在长沙揭牌成立。该公司成
立，将有助于我省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发展。

该公司主要发展方向是服
务全省充电市场，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技术，打
造湖南最大最优的电动汽车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电动汽车服务企业；建立面
向市场化运营的组织体制和运
作机制，加强电动汽车产业链上

下游合作，积极拓展汽车租赁、设
施运营、营销广告、客户引流消费
分成、大数据分析等增值业务；将
车联网平台打造成电动汽车与
电网交互的交易平台，并发展为
延伸到客户侧储能、分布式电源
的智能用电综合管理平台，支撑
国家电网公司的长远发展。

目前， 湖南已建成投运18
座高速城际快充站和6座城市公
交专用充电站，224台充电设备
已全部完成升级改造，并接入国
家电网公司“车联网e平台”，充
电服务网络运营水平不断提升。

国网湖南电力
助力新能源汽车发展
湖南已建成投运18座高速城际快充站和6座
城市公交专用充电站

省质监发布4项新地方标准

� � � � 7月3日，桃源县架桥镇中学，易月珍老师(右)和学生打乒乓球。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