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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肖军
通讯员 龚卫国 田鸿 杨耀珍

7月10日晚上10时， 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
镇和谐小区，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挑着4件腹膜
透析液，吃力地从1楼爬上6楼。 这是他今晚第3
趟为患病的妻子从芷江人民医院挑药物回家。

他， 就是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干部龙
剑军。 龙剑军告诉记者，为妻子，也为给自己
一个完整的家，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他坚
信，爱会创造奇迹！

2008年10月， 龙剑军的妻子王莉玲被医
院诊断为尿毒症晚期。 这对龙剑军来说，无异
于晴天霹雳。 他瞒着妻子， 怀着一丝侥幸心
理，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四处为妻子确诊，但
每次结果都一样。

2009年6月15日，龙剑军把已极度贫血的
妻子再次送到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进医
院，医生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于当年6月
19日要求其转上级医院治疗。 医生说，在怀化
住院，最多活不过一个星期。

带着一丝希望， 龙剑军取出自己全部积
蓄，把妻子送到了湘雅三医院。 由于王莉玲病
情非常严重，当天下午就被安排住院治疗。 进
院后，医生找龙剑军谈话，并下达了病危通知
书。

“请你一定要救救她，哪怕我倾家荡产也
愿意。 ”龙剑军的话感动了医生，医生迅速安
排王莉玲住进重症监护室， 并让曾留学美国
的主治医生连夜进行救治。

这时，龙剑军知道瞒不住妻子了，告诉了
她患尿毒症的事实。 王莉玲说：“这是绝症，治
也没什么意义，我们回家算了吧。 ”龙剑军含
着泪花说：“就是倾家荡产， 也一定要把你从
死神手里夺回来！ ”

短短一个星期，医院下达了6次病危通知
书，但王莉玲每次都“死里逃生”。 王莉玲说，
这一切都只因为丈夫龙剑军的一句话“我会
照顾你一辈子”。 为了这句温暖的话，她积极
勇敢地面对病魔，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在龙剑军悉心照顾下，王莉玲手术治疗1
个月后终于出院了。 也许是老天考验龙剑军，
几个月后，王莉玲再次病发，又被送到湘雅三
医院住院一个月。

为了给妻子治病， 龙剑军花光了所有积
蓄，把芷江县城的房子也廉价出卖了，还欠下
巨额债务。

在龙剑军的衣兜里，装着一张卡片，那是
他为照顾妻子专门制订的生活时刻表， 妻子
什么时候该吃药、什么时候该打针、什么时候
该透析，都印在卡片上。

从妻子吃喝拉撒到家里针头线脑， 龙剑
军大事小事事事操心。 王莉玲心疼他，不止一
次对他说：“我们离婚吧， 你找一个比我好的
女子结婚……”岳父母也不忍心：剑军，我们
女儿没福气，让你受苦了，不能再让她拖累你
了……可是，龙剑军铁了心：“苦难对我来说，
不是煎熬，而是考验！ ”

苦难考验的是真心、真情、真爱。 尿毒症
患者会随着病情发展，睡眠质量越来越差，直
至失眠。 为了让妻子能安心睡上几个小时，龙
剑军在她临睡前为她按摩， 以缓解她因生病
引起的肌肉、骨节疼痛和酸麻。

尿毒症患者最怕得腹膜炎。 为此，龙剑军
把在医院里学到的护理知识整理出来， 记到
两个厚厚的本子上， 按照上面的点点滴滴精
心照顾着妻子。 9年来，王莉玲从未发过腹膜
炎。 县人民医院的护士说，龙剑军是一个“高
级护理专家”。

■点评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不离不弃，一生相

守。
一路风雨，艰难走来，龙剑军从来没有埋

怨过，从来没有放弃过。 他坚强地面对人生，
接受着苦难的考验。 爱，会创造奇迹！

永兴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朝晖

尊师重教是永兴的光荣传统， 更承载
着永兴的未来。

近年来， 永兴县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 把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作为重中之重，按照“科学规划、优先保
障 、高位均衡 、优质发展 ”的方针 ，实现由
“好上学”向“上好学”迈进。

让每一所学校焕然一新。先后出台《永
兴县建设教育强县规划纲要 （2011-2020
年）》《城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专项规划
（2011-2030年）》《农村学校“十三五”布局
专项规划》《城区中小学化解“大班额”三年
行动计划（2016-2018年）》等一系列政策性
文件，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优化布局。近年
来，新增城区义务教育学位11635个。 2017
年-2019年，计划投入11.7亿元 ，再新增城
区学位15000个，从根本上解决中心城区学
位不足的问题。 实施农村教育全面提质工
程和 “智慧教育” 项目， 按照 “乡镇自筹
50%、县财政引导奖补50%”的办法 ，将103

所村小、教学点全部修缮一新。积极推进湖
南省标准化学校建设试点县项目，投入3.1
亿元，建成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9所，创建
合格学校130所， 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113所。 投入1.1亿元，更新升级教育装备，
成功创建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县。

让每一个团队都有标杆。 近3年按编制
标准补充教师553人， 小学师生比达1:19.4，
初中师生比达1:14.1。 编制出台《永兴县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2016-2020）实施细则》，成立
教师发展中心，3年来培训教师2万余人次，
被列为全省首批“国培计划”项目县和建设
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世行贷款项目县。

让每一个孩子平等受教。 县人大会通
过 《关于加强农村寄宿制小学建设的决
定》，在全县每个乡镇建设一所农村寄宿制
小学，方便农村留守儿童就学。推进“全纳”
教育，创办九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残疾
学生生活费全部纳入城市低保全额补助，6
至14岁三类残疾适龄儿童入学率各项指标
达80%以上。 同时，每年安排1800名左右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近入学。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王文）今
年上半年， 长沙先后出台了多项房地产调
控政策。 在严抓预售、价格监制、强化执法
等多措并举下， 长沙楼市呈现量跌价稳的
态势。

记者从长沙市住建委获悉， 今年1至6
月，长沙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776.53万平
方米，同比减少29.79%，其中内6区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509.13万平方米 ， 同比减少
40.65%。 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6374
元/平方米， 其中内6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均价7365元/平方米。 今年6月，长沙全市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139万平方米， 同比下跌
32.42%，其中内6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91.42
万平方米，同比回落42.98%。 全市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均价6382元/平方米，其中内6区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7261元/平方米。

楼市调控政策有效遏制了投机炒房购
房。数据显示，今年6月，该市新建商品住宅
购房者中非本市户籍购房者占比43.95%，
比2016年10月的68.33%减少24.38个百分
点，比“3·18”政策当月的57.55%减少13.6
个百分点，比“5·20”政策当月的50.65%减
少6.7个百分点。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朱永华 陈远
李邦铭）专家学者走出书斋，为地方发展把
脉献策。 7月13日，经过实地调研，省社科
联组织的省内知名专家学者， 在吉首与自
治州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入交
流探讨， 为当地发展全域旅游提出诸多富
有深度和新意的“金策”。

在发展全域旅游、 建设旅游强省中，
自治州创造性地提出全域生态、 全域文

化、 全域旅游、 全域康健、 打造国内外知
名生态文化公园的整体发展战略。 专家们
肯定自治州发展全域旅游的成绩， 并就如
何发掘发展空间潜力、 科学施策、 久久为
功建言。 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指出， 要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 加大开放力度，
致力平台、 品牌和人才建设。 衡阳师范学
院教授刘沛林建议把特色小镇群建设作为
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抓手。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段洪波）今日上午，湖南省卫生计
生委在长沙举行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尚德守法，共治共
享食品安全”。 记者了解到，毒蘑菇仍是我
省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因素， 截至7月
12日，今年全省因食用毒蘑菇已导致23人
死亡。

湖南省疾控中心食源性疾病暴发监
测系统显示： 近3年我省毒蘑菇中毒事件
起数、发病人数、死亡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截至7月12日， 全省2017年因食用蘑菇导
致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141起，473人发
病，23人死亡。 毒蘑菇中毒高发期为5月到
9月。 我省毒蘑菇种类繁多，危害最大的是

灰花纹鹅膏、裂皮鹅膏、假褐云斑鹅膏和亚
稀褶红菇等。专家告诫，一些民间所谓的采
摘经验并不靠谱，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蘑菇。

据悉，我省已建立健全了以省、市、县
三级疾控中心为主体、 哨点医院全面参与
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 覆盖了我
省大宗消费食品和大部分已知污染物。 不
过，部分食品安全风险形势依然严峻，病原
微生物污染仍然是引起食源性疾病主要致
病原因，发病场所集中在家庭、学校和公共
场所； 毒蘑菇仍是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
因素；食源性致病菌污染食品问题突出，动
物性水产品、 肉及肉制品等阳性检出率相
对较高； 农药兽药滥用及农产品的重金属
污染情况仍不容乐观。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湖南教育报刊集团协办

精准发力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长沙上半年楼市量跌价稳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
员 彭晓谭）近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
分公司和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通过优势互补、强
强联合，搭建合作平台，推动渠道平台、物流
配送、宣传推广、公益活动、金融服务等方面
的全面合作。

根据协议， 双方在渠道平台合作方面将发
挥各自资产、物理网络和零售终端渠道优势，合
作开展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在湖南省内的销售、

配送， 实现在产品销售、 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共
赢； 双方将进行物流仓储配送和电商快包寄递
服务合作， 湖南邮政将为中粮可口可乐华中公
司提供优质的寄递、仓储、配送服务；在宣传推
广合作上，湖南邮政利用主题邮局建设运营、专
属文创产品设计制作、 传媒广告宣传服务等邮
政独有的文化传媒多种传媒方式， 为中粮可口
可乐华中公司提供企业宣传及营销推广服务；
在公益合作方面， 双方将利用湖南邮政彩虹包
裹等，积极开展公益项目的合作。

周瑟瑟诗歌添彩
麦德林国际诗歌节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近日，哥伦比亚第27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
在麦德林市中心城区的心愿公园开幕。 在
媒体和诗人见面会上，湘阴籍诗人周瑟瑟
应邀首个发言。 他以《诗的怀抱》阐述了他
对本届诗歌节主题的理解，还朗诵了来麦
德林当天创作的诗歌《用你的双手抱住胸
口》，引起全场各国诗人热烈的掌声。

麦德林诗歌节是美洲最大的诗歌节，
世界四大诗歌节之一， 每年举办一届，已
连续举办27届。 本届诗歌节主题为“建设
梦想之国”，共有来自46个国家的110名诗
人参加130多场活动，为期一周。诗歌节组
委会在麦德林市及附近城市的图书馆、剧
院、学校、公园设立分会场，举办读诗会，
数千诗歌爱好者参与其中。 周瑟瑟参加多
场读诗会，他与组委会指派的读诗人分别
以汉语和西班牙语朗诵了他的代表作《林
中鸟》《妈妈》《动物园》《父亲的灵魂》等10
首作品。

诗歌节组委会主席费尔南多·冉东先
生， 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执行主任、翻
译家孙新堂， 麦德林孔子学院院长黎妮，
以及墨西哥、土耳其、美国、巴西等国诗人
与周瑟瑟进行了交流。 周瑟瑟介绍了中国
当代诗歌的发展现状，并与孙新堂共同推
动中国与各国诗人的互相翻译和出版计
划，决定编选出版《百年诗库》系列西班牙
文版。 同时将“卡丘·沃伦诗歌奖”与“栗山
诗会” 扩展为国际诗歌奖与国际诗会，从
明年起邀请国外诗人参加。

走出书斋 服务地方经济
专家学者献策自治州全域旅游

毒蘑菇中毒事件逐年上升

湖南邮政携手可口可乐全面合作

� � � �
� � � � 7月13日， 湘江
欢乐城冰雪世界项目
建设全面进入主平台
施工。 该项目位于湘
江新区大王山片区，
是悬于百米深坑之上
的主题游乐项目， 主
体结构由竖向支撑
（由48根48米以上高
度混凝土墩柱组成）、
平台（即16米平台）和
屋盖3部分组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杨嘉栩
张马良 摄影报道

冰雪世界项目
进入主平台施工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彭展）7月12日， 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对
外宣布，该公司与意大利Eurochimind� S.P.
A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意大利
特种热塑橡胶应用市场，扩大巴陵牌特种热
塑橡胶在该国的市场份额。 这是巴陵石化特
种热塑橡胶加快国际化步伐的最新进展。

巴陵石化是国内最大的特种热塑橡胶
生产企业， 热塑橡胶SBS、 SEBS、 SIS、
SEPS等产品年产能近40万吨， 居全球第
二、 亚洲最大， 品种及牌号众多。 近5年
来， 巴陵石化合成橡胶事业部特种热塑橡
胶出口业务持续增加， 其中2016年累计
出口各类特种热塑橡胶产品近2万吨。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7月12日，骄阳似火。 长沙市委常委、湖南
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曹立军， 一大早带着住
建、国土、党政综合、政务等部门负责人，来到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坐班”。 当天，是新区“沟
通面对面、服务零距离”活动首个接待日。

“平时你们找领导可能时间上不好衔接，
今后就固定在这里， 每天有新区领导或相关
部门负责人值班，接待、听取大家反映问题，
期待通过我们共同努力，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 ”一开场，曹立军就坦率地说。

“项目配套的春兰路能否尽早修建？ 教育、
停车位、人防等配套设施按照什么标准落实？ ”
没有寒暄，深圳永实建设湖南项目总经理王平，
一口气反映了项目推进中的几个问题。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由于项目原开发
商资金链断裂，该公司对项目进行了收购，但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项目推进频频受阻。
今天，他听说新区领导在此“坐班”，特意赶过
来寻求帮助。

“我们马上核实道路规划，加强调度，按
时间顺序推进”“配套设施的标准， 应该依据
新老政策的时间节点落实。 ”新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一一回应道。

反映问题直截了当，沟通答复高效实在，
交办跟踪责任明确。 一上午， 长沙恒大童世
界、长沙鑫苑万卓置业、长沙银泰置业、长沙
金茂、中海地产、赛恩斯环保等7家企业一个
接一个反映诉求。 能现场答复处理的，都得到
当场解决。 情况复杂需要进一步协调的，也都
得到明确意见，有相关部门跟进。

“开展这项活动，就是为了更便捷、更快
速地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曹立军认为，变
“企业上门找”为“政府开门迎”，更有利于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不讲套话，只办实事
———湘江新区“沟通面对面、服务零距离”活动首日见闻

强强联手 开拓欧洲市场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周昕 郝亚儒）今天，国家统计局望城
调查队在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新阳村
实地测产后宣布：在同等条件下，机械精量
侧深施肥所产早稻， 相比常规方法施肥的
早稻，平均亩产高出141.7公斤。

今年初， 湖南龙舟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在市场上推出国内首款“水稻插秧同步精
量侧深施肥机”， 设计在机插秧的同时，用
机械把肥料一次性定量深施到每颗秧苗
侧面的泥土下。

4月7日，省农机局组织龙舟农机在新
阳村开展对比试验。 同样条件的相邻两丘
田，付丘应用机械精量侧深施肥，机插秧的
同时按35公斤每亩的标准，将复合肥一次
性深施；坝子丘按常规方法，在机插秧前每
亩施复合肥50公斤，禾苗分蘖期每亩追施

5公斤尿素。
两丘早稻经过98天生长， 今天收割测

产。 国家统计局望城调查队实地取样、脱粒、
去杂、称重、测水分之后发现，机械精量侧深
施肥的付丘亩产为547.2公斤，常规方法施肥
的坝子丘亩产为405.5公斤， 付丘比坝子丘
亩产高34.9%。 龙舟农机董事长王术平说，从
测产结果来看，机械精量侧深施肥相当于每
亩田少施了约三成肥，却多产了约两担谷。

省农机局局长王罗方表示， 这意味着
“减肥增产”试验首获成功。 应用机械精量
侧深施肥，每亩稻田节约肥料只按15公斤
计算，放到全省甚至全国范围来看，数量是
惊人的， 可以从源头上明显减轻农业面源
污染。如果考虑到粮食增产，以及一定的节
约施肥人工的效果，是真正的“一举三得”，
省农机局大力支持这类机械的推广应用。

� � � � 7月7日， 龙剑军为妻子分配每天的药物。 龚卫国 摄

少施三成肥，多产两担谷
“减肥增产”试验首获成功

———记不惜代价呵护患病妻子的龙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