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 刘飞 何荣

仲夏时节，天空飘着雨，正是早稻抽穗时，
彭吉生正冒雨查看稻田，从村头到村尾，两百
余亩稻田他需要一上午才能查完。

两年前，这一片农田还是一片荒芜。彭吉
生所在的村庄叫“乌鸦田”，因山上常年多乌鸦
而得名，归属邵阳县金称市镇大兴村，属国家
级贫困村。因为闭塞，“乌鸦田”成为当地“贫
穷” 的代名词， 整个村子在家的青壮劳力仅3
人，农田抛荒现象严重。

“道路不通，水利不兴，要实现脱贫，这还
真是扶贫队的一块心病。” 邵阳市烟草专卖局
驻大兴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邹凯告诉记者。

2015年底，彭吉生从广东打工归来，因好打
抱不平，一回村就与人发生争执，邹凯与村党支
部书记陈松林前来进行调解。邹凯从村民中了解
到，彭吉生常年在外打工，妻子患有乳腺癌，两个
小孩读书，没攒下什么钱，房屋年久失修已经倒
塌，目前借住在他哥哥家，是标准的贫困户。因为
他为人正派，广受村民拥护，他一回村便被村民
推选为大兴村九组组长。

掌握情况后，邹凯开始谋划，改变“乌鸦
田”的面貌可以“从土地上做文章”，彭吉生应
该是不二人选。于是，邹凯找到彭吉生。彭吉生
却说出自己的担忧：农业技术不精，没有资金，
加之农田灌溉没有保障。邹凯当场表态，技术
可以找市农业局的专家来教他，化肥种子由工
作队出， 还特意为他优先安排一台大型拖拉
机。为了打消彭吉生的顾虑，也为了解决困扰
“乌鸦田”村民多年的出行和饮水问题，工作队
拉通了通往“乌鸦田”的道路，并且修建了两座
高标准的饮水灌溉井。

2016年开春，彭吉生把“乌鸦田”近250亩
地全部承包下来，进行双季稻种植。在市农业
局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彭吉生采用现代化的抛

秧技术，坚持生态种植，不打农药，引进优质稻
种“桃优香粘”，亩产更高，销售价格比普通稻
高，深受市场欢迎。当年，彭吉生的水稻一收
割，邵阳市的浩天米业就把他的水稻全部收购
进行加工销售。

彭吉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地的租金
400元， 人工成本及机械租金每亩约1000元左
右， 每亩1400元左右的成本由扶贫工作队担
保，待稻谷出售后支付。各种补贴及稻谷销售
收入加起来有1600多元， 每亩收益在200元左
右。“去年，因有部分田地没翻耕到位，虽只赚
了3万来元，但是，我已经看到希望。”彭吉生表
示。

2017年，彭吉生早早地做起了准备，春节
一过完便开始忙碌， 将250来亩土地全部翻耕
到位。“今年水稻长势不错， 收入应该有保障，
赚个5万元应该没有问题。”记者在“乌鸦田”采
访时，不时有村民前来，对彭吉生赞不绝口。彭
吉生也不忘乡亲共同脱贫，农忙时节，把全村

留守妇女和老人都发动起来，只要能劳动的都
可到他这里挣一份收入。

彭吉生的事迹也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人。
2017年，同村的十组组长范冬粮与彭吉生合计
合伙尝试多种经营，种植了20亩辣椒，长势很
好，辣椒还没上市，便已经有公司上门协议收
购；退伍老兵肖坤勇土法养野猪，短时间赚了
20万元；驼背青年张正果，重拾信心，靠种植烤
烟也致富了。

路通了，水利兴了，老百姓笑了，“乌鸦田”
变成了“凤凰田”。邹凯表示，特色产业发展起
来了，土法压榨茶油、羊肚菌等土特产引入电
商销售， 小山村已经悄然发生巨变。“乌鸦田”
的21户贫困户今年有望全部脱贫。

大兴村的变化让村支书陈松林更感到欣喜。
他告诉记者，现在村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都发
展起来了，下一步要开始发展第三产业了，将开
展休闲农庄建设， 发展特色餐饮和旅游观光，让
小山村变成“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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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东升 蒋静

7月5日，一度汹涌的洪水退去，恢复了往
昔的宁静。今年获登“中国好人榜”的唐新林、
唐满园兄弟，走上湘江大堤，像往日一样注视
着河面的动静。

这几天真的是太险了。 说起这几天的经
历，两兄弟脸上显露出有些自豪的表情。

自7月1日起连日大暴雨，永州市冷水滩区
湘江河段，出现了历史上最高洪峰。住在河边
的兄弟俩，看到很多熟人和邻居的住处，顷刻
间被洪水围困。

为了转移被困群众，兄弟俩顾不上自家和
自身的安危， 毫不犹豫地撑着自家的小渔船，
前往受困居民小区，与消防、武警战士一起，投
入救灾抢险。3天3夜70多个小时， 兄弟俩没有
回家吃饭、睡觉，累了，在船上打个盹，饿了，吃
点方便面，在狭窄的小巷道来回穿梭，成功转
移了300多名被困居民。

多年来生活在河边， 兄弟俩已养成了习
惯，有意无意间，对湘江河上的情况总是多了
几份关注和留意。

正是这份关注和留意，20多年来，唐新林兄
弟俩不仅参加了多次洪水中的大救援，还在湘江
河里一次次上演救人的壮举，先后有30多条鲜活
的生命，被他们从死神手里成功救出。

“湘江河面看似平静，河底却有暗流涌动，
每年夏季，游泳的险情和悲剧经常能碰到。”唐
新林说，他们家祖辈生活在河边，以撑船打鱼
为生。 他和弟弟唐满园从小在湘江边长大，跟
随父母打鱼，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水上功夫”。
每当看到有人在水中遇险，兄弟俩都会奋不顾
身前去搭救。

2003年夏天，高考结束后不久，有3名考生
在宋家洲电站大坝下面游泳，因为河水不深，3
人很快游到了河中间。就在这时，大坝突然开
闸放水， 河水汹涌而出，3人的水性不是很好，
顿时慌了神，于是大声呼救。当时正在不远处
打鱼的唐新林兄弟俩听到呼救声，立即驾着小
船迅速驶向出事水域。 面对波涛汹涌的激流，
弟弟唐满园不假思索跳入水中，迎着扑面而来
的大浪，向遇险学生游去。哥哥唐新林用力撑
着小船向浪头驶去，通过兄弟俩的合力营救，3
名学生终于成功脱险。

说起这么多年来在湘江河里的救人之举，
兄弟俩有好多次历经艰险，还有几次差点丧失

性命。“遇到危险不可怕，也不后悔，后悔的是，
我们有时没能把人救上来。”唐新林说。

2016年6月26日下午， 宋家洲大坝下游又
发生惊险一幕， 两名小学生游泳时双双遇险。
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兄弟俩见状立即冲
了过去，经过搜救，他们发现了其中一名小孩，
将其救上船后，小孩已经晕过去了，他们于是
采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将孩子抢救
过来。遗憾的是，当他们在数百米外将另一名
小孩打捞上来后，由于溺水时间过长，这名小
孩却永远离开了世界。兄弟俩为此曾懊悔了好
一阵。

唐新林、 唐满园兄弟俩都没有正式工作，
家庭条件也并不好， 平时靠打零工和捕鱼为
生。 哥哥唐新林因为一次意外，2002年还摔断
了一条腿而致残。“我们救人不图钱财，不求回
报， 是我们的自愿， 救人时没有考虑其他什
么。”说起救人动机，兄弟俩显得很平静，语言
很朴实。

然而，那些被救起的人，很多人都一直没
有忘记他们。25年前的一个夏天，10多岁的蒋
志华和4位同学一起在湘江河边玩耍， 不小心
掉进河里，被唐新林兄弟俩救起，因为这件事，
原本不相识的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两家如同亲
戚一样至今来往25年。

■点评
不图钱财，不求回报 。当一条条鲜活的生

命即将被河水吞噬时，他们都会奋不顾身地跃
入水中，不畏艰险地去施救。

他们都是平凡之人， 在20多年的时间里，
却用不平凡的壮举， 救起了30多人的生命，谱
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英雄赞歌。

湖南日报7月6日讯（通讯员 李谌涵
蔡斌 记者 左丹）7月6日，南华大学第二
临床学院的学生集体为一位80后医生默
哀。 这名医生再也没有机会用医疗技术
救人，却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救人。

3天前， 衡阳某医院急救中心医生
郑棋（化名）因脑血管瘤破裂出血，生命
走到了尽头。“签字吧， 不要耽误时间
了。儿子是救不回来了，再拖下去，他的
器官可能救不了别人了。” 郑父含着泪
对郑母说。器官协调员拿着器官捐献法

律文件，来到郑棋的家人面前，郑母终
于同意了。郑父在文件上签字，捐出儿
子的器官。

郑父是一名老医生。 郑棋小的时
候，郑父教导他将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
医生。后来，郑棋到衡阳某医院急救中
心工作。平时，郑棋待人友好，喜爱说
笑，工作尽心尽力。父母以有这么一位
优秀的儿子而自豪。

据悉， 郑棋捐献的肾脏和肝脏，将
用于救治3名器官衰竭患者。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王成奇 李香花）7月4日， 湘潭大
学与北京大学签署协议，共同建设“湖
南先进传感与信息技术创新研究院”。

该研究院是省政府与北京大学战
略合作协议项目，也是落实湘潭大学
与北京大学交流合作项目之一。研究
院由北京大学纳米器件物理与化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彭练矛教授团队
领衔，以纳米先进传感器件和碳基信
息处理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为基础，
针对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个性化医疗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需求，
加强先进传感器件的信息处理前沿
基础研究， 推出自主创新的应用成

果 ， 同时加快科技成果孵化和产业
化， 催生和支撑未来智能社会、 新型
网络和个性健康等新兴产业。

研究院规划建设期为 2017年至
2021年，按照“学术研究-项目孵化-服
务产业”这一完整的产学研紧密连接的
链条模式，着力建设前沿研究部、工程
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专利池）3个机
构，并加强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开展紧密合作，形成“政-产-学-研”常
态化互动机制，加速推动湖南省高新技
术产业及战略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项目采取省科技厅、北京大学、湘潭大
学3方合作共建方式， 在湘潭大学挂牌
成立并成为该校正式机构。

省政府与北京大学战略合作协议项目
湖南先进传感与
信息技术创新研究院落户湘大

“乌鸦田”变“凤凰田”

� � � � 6月15日，邵阳
县金称市镇大兴
村，在“乌鸦田”修
建的饮水灌溉井解
决了当地居民的饮
水 和 灌 溉 问 题 。
（资料照片）

肖祖华 摄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两兄弟20余年河中救起30多人

� � � � 6月30日，永州市冷水滩区，“救人专业户”
唐新林（左）、唐满园兄弟。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摄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杨舟）乌龙山国家地质公园、红
石林国家地质公园……这些让人们耳
熟能详的地质公园，都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境内。近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人民政府、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
地质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
溶中心联合邀请国内外20多名地质专
家， 聚集吉首研讨自治州地质遗迹特
色， 厘清自治州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思
路， 助力自治州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研讨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
先，英国伯明翰大学、斯洛文尼亚岩溶
地质研究所以及中南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的岩溶地质学家、教授、学者，考察了
自治州地质遗迹资源和人文历史。

据介绍， 自治州境内地质遗迹资
源丰富，有3处国家级地质公园和3处
省级地质公园， 拥有以古丈、 花垣排
碧2枚“金钉子”为重点的一大批科研
价值高、 美学价值独特的地质遗迹景
观， 具有区域与全球对比意义。 专家
们认为， 自治州已具备申报世界地质
公园的条件。

自治州州长龙晓华参加会议并表
示，要义不容辞地保护好、利用好自治
州境内的喀斯特自然奇观，让丰厚的地
质遗迹资源惠及当地居民。

“省国土资源厅将在地质公园规划
修订、地质科研组织推进、技术支撑等
方面，对自治州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工作
予以支持保障。”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尹学朗表示。

国内外岩溶地质学家聚集吉首论道
助力自治州申报世界地质公园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应时 张前宝）7月6日，桂东县
有关负责人介绍，经省商务厅、财政厅、
扶贫办组织专家进行评选，商务部、财政
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专家审核，桂东县
成功入选“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据悉，获得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将获国家财政2000万元的
资金支持。其中500万元由商务部、财政
部、国务院扶贫办进行绩效评价，评价
合格再拨付。 桂东等县的成功入选，对
进一步完善县域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拓宽农村产品上行渠道，加大农村
电商培训， 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增
加贫困村、贫困户增收，助推县域脱贫
攻坚工作的完成，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桂东大力培育农村电子商
务经营主体，加快农村电子商务支撑保
障体系建设，从去年起，每年由县财政
安排20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支持电子
商务进农村工作，对新型农产品销售主
体、品牌建设、孵化基地、仓储物流、加
工企业、电商服务站的建设给予奖励资
助，不断提升全县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水
平， 促进农村物流现代化水平全面提
升。该县开发了农村电子商务信息综合
服务平台，建成并运行农村电子商务运
营中心1个， 建成桂东农产品电子商务
线下体验店和线上展示店2个，同时，组
建了电商协会，按1万元每家的标准，资
助农村建设电商扶贫服务站18个。全县
从事电商的企业有30余家，电商从业人
员6200余人。

桂东获评“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有电商企业30余家，从业人员6200余人

衡阳80后医生临终前再“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