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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塞罕坝林场3代务林人， 如何将高原荒丘
变成人工林海？8月18日晚10时，以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成功案例———塞罕坝为典型制作的《绿
色发展、绿色生活》特别节目将在湖南卫视《天
天向上》播出。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 意为“美丽的高
岭”。上个世纪50年代，从内蒙古高原南下的沙
尘暴无遮无掩，频袭北京，塞罕坝是必经之地。
专家们曾断言：如不从速治理，不出50年，漠北
风沙将使北京成为另外一座楼兰古城。

为阻断京津沙源， 涵养水源，1962年2月，
国家批准建立塞罕坝林场。第二年，原国家林
业部从全国18个省市紧急调配24所大中专院
校毕业生127名，前往塞罕坝，与当地242名干
部工人一起，组建塞罕坝林场。

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队伍，凿开了塞
罕坝的第一个树坑。平均海拔1500米、年均气

温零下1.4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43摄氏度的恶
劣气候环境，加上管理经验不足，林木成活率
不足5%。但塞罕坝人不气馁，接着干。

55载寒来暑往。塞罕坝机械林场3代务林
人，将“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高原荒
丘，变成了百万亩人工林海，林木的成活率从
最初的不足5%到如今的95%以上。 塞罕坝人
用他们的执着、勤勉、坚守，书写了一段绿色
传奇。

据了解，为体现塞罕坝从荒漠变为森林的
震撼变化，《天天向上》外拍组一次又一次深入
塞罕坝进行全方位拍摄。路程偏远，又要扛着
摄像机工作，道路不好走，外拍组5位成员多次
负伤。

在这期节目中，除了邀请林渊、杨海灵、张
宸、 鹿伟4位记者代表，“务林人” 成为节目主
角———“跟害虫死磕到底的森林卫士”国志锋，
“青春热血90后”张旭、王崇，“无畏孤独寂寞的
望海楼夫妻” 刘军、 齐淑艳，“塞罕坝金牌导

游”刘静，“高原绿色卫士”武警西藏森林总队
官兵等代表，讲述了为环保奋斗的故事。

国志锋守护塞罕坝林场17年，带来了颇具
特色的昆虫标本，讲述了害虫对森林的巨大危
害。因为长期在林场工作，不能和家人团聚，国
志锋此次来《天天向上》，终于实现了带女儿出
去旅游的心愿。

刘军、齐淑艳守着瞭望台，防火期每隔15
分钟要汇报情况。漫长岁月，只能靠书画娱乐。
寂寞把刘军“倒逼”成了一名画家。

刘静讲述了塞罕坝的历史故事和《还珠格
格》拍摄的趣事，提醒游客在游玩时别忘记对
森林的保护。

所有嘉宾讲述的故事，语言质朴，却充满
力量。

为使节目更加完美，《天天向上》一改往日
节目舞美包装， 将道具和舞美进行“色绿”改
造，并邀请舞蹈演员进行动物形象扮演，打造
了“天天生态家园”。

衡阳县委书记 曾秀
衡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孙鹏伟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最大的民生工
程，是一首永远没有休止符的主题曲。衡
阳县以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为契机，乘势而上，咬定“均衡”不放松 ，
直面问题施硬招，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
致力营造让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育人
环境。

一是教育扶贫促 “均衡 ”。衡阳县85
个省市贫困村脱贫摘帽的根本措施就是
要通过教育扶贫，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实
现教育公平，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
我们在金兰镇双河村进行扶贫走访 ，面
对该村小学特岗教师的生活环境和群众
的呼声，立即给学校安排改造资金19.5万
元，决定新建260平方米的功能室及 “旱
改水”厕所；现场察看界牌镇界江小学地
质灾害隐患，要求县国土部门投入230万

元排除险情，确保教师安心 、学生舒心 、
家长放心。今年春季开学以来，县财政对
全县贫困学生统一实行电子档案管理 ，
资助资金直接打卡到人。 全县受助学生
17885人，资助金额10239250元。

二是狠抓项目促 “均衡 ”。衡阳县是
人口大县，也是教育大县。今年4月，县委
常委会和县政府常务会决定， 挤出财力
8199.34万元，兑现历年“义教均衡 ”保障
经费。今年6月份，整合各类资金2.1亿元，
实施204个学校建设项目, 并在办学规模
较小的边远山区小学推进“小食堂、小厕
所、小澡堂、小娱乐室、小图书室 ”的 “五
小设施”工程建设。为解决县城学校 “大
班额”问题，投入资金2.2亿元建好了县实
验学校，新增学位5000个；投入资金3000
万元，改扩建县弘扬学校，新增学位2000
个。为了争取社会资金捐资助学 ，我们2
次去广东天龙集团公司洽谈， 引进本县
台源镇冯毅先生捐资1000万元， 用于台
源中学建设。

三是充实师资促 “均衡 ”。今年4月 ，
县委、 县政府决定由县教育局为主导招
考免费师范生63名、 特岗教师300名、县
开编教师320名 。现在 ，教师引进和招考
工作已全部到位，全县教师学科结构、年
龄结构等方面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赶快救人！”刘仁江带领60余名党

员干部赶来增援， 对转移到安全地带的
群众逐一清点， 听说居民张平英转移中
跑错了方向， 被洪水围困在居民朱治生
家中，当即组织干部救援。

“党员跟我上!”村委会主任朱掌南主
动请缨，带领5名党员涉水找到张平英，当
时她双手抓住房架，只剩一个脑袋露出水
面。众人迅速将她托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水隘集镇遭山洪突袭， 引起各级领
导关注。当天上午，坐镇市防指的怀化市
委书记彭国甫接到报告， 立即驱车赶赴
水隘集镇。

“以‘一万’的努力，防范‘万一’发
生。要尽快组织群众转移，安排好群众生
活，确保老百姓生命安全。”在赶赴水隘
集镇的路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给彭国甫打来电话。

彭国甫随即打电话给在一线指挥抗
洪救灾的溆浦县委书记蒙汉， 要求他将
杜家毫书记的指示迅速传达到灾区干部
群众， 增添灾区干部群众战胜特大山洪
的信心和力量。

危急时刻，由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镇党委书记、 村党支部书记组成的抗洪
救灾一线指挥部，发挥着坚强堡垒作用，
使抗灾工作有力有序、统筹高效进行。

劲往一处使
8月13日下午，洪水渐渐退去，集镇

上留下几尺厚的淤泥和横七竖八的杂
物，水、电、路中断，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迫在眉睫。

一线指挥部“升帐点将”，迅速部署
灾后生活安置和重建工作。 要求各级各
部门必须体现一个“快”字，确保受灾群
众有饭吃、有地方住、有干净水喝、有病
能及时医治。

溆浦县民政局紧急调运棉被、大米、

食用油、方便面等物资，送到集镇。镇干
部把救灾物资立即发放到80多户受灾群
众手中。

国网溆浦电力分公司第一时间派出
5个抢修小组，经6小时不停作业，灾区恢
复了供电。

村里党员干部已极度疲惫， 但他们
又投入到安抚受灾群众、 排查安全隐患
等工作中去。 村支书朱贻淼的养猪场有
80多头猪被洪水冲走，他完全顾不上，妻
子打来电话抱怨， 他说：“现在是群众最
需要我们党员干部的时候。”

“走，我们打扫卫生去。”彭国甫指挥
调度完毕，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清扫受
灾道路与房屋。

“市委书记、 县委书记同我们一起
干。”集镇居民朱满程激动地说，在恢复
重建的现场，分不清谁是领导，各级党员
干部与群众劲往一处使。

集镇获“新生”
8月13日夜，是一个不眠之夜。
集镇内堆积的大量淤泥影响群众生

活，还可能滋生病菌，危及居民健康。
“我们保证天亮前清除干净。”晚上8

时，溆浦县委书记蒙汉、县长谢商成向怀
化市委立下军令状。

当晚， 溆浦县调集县、 镇干部职工
300余人，开展清淤消毒大会战。

先民居，后街道。由于体弱多病，居
民杨召武与老伴对家中淤泥一筹莫展。
县消防大队大队长杨新良带领战士来
了，很快把他们家中的淤泥冲洗干净。

为加快清淤，县住建局调来挖掘机、
装载机、洒水车、垃圾转运车等机械设备
18台以及30余名环卫工人，投入会战。

当晚，县卫计局、县疾控中心调来灾
后防疫队伍，对集镇浸水区域进行消毒。

干群齐心，其利断金。经一夜奋战，
水隘集镇获得“新生”。

创造抗洪救灾“水隘速度”

荨荨（上接1版②）

放大优势，乘势而起
桂阳是郴州市县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

县，全县国土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总人口96
万。该县不仅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而且矿产资
源丰富，被誉为“八宝之地”，已探明矿藏达11
类103种，潜在经济价值超过2000亿元。

近年来，桂阳县厚积薄发，先后获评中国
最具投资潜力特色示范县、全省小康经济十强
县、全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县等。一张张靓丽
名片，刷新了记者对桂阳的认识。

去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有着得天独厚交通区位及资
源优势的桂阳，放大优势，乘势而起。

“加大‘创新开放’、推进‘产业强县’，是桂
阳的不二选择！” 桂阳县委书记彭生智告诉记
者，他们确立了“1357”发展思路，即紧扣一个
目标、实施三大战略、建设五个强县、做大七大
支柱产业。提出了“率先建成全面小康、建成郴
州增长极示范引领区”的总目标，并把产业园
区作为创新开放的主阵地、“产业强县”的主战
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全力筑巢引凤。

据介绍，近年来，桂阳规划工业园区面积
近40平方公里，成功打造了“一园三区”，其芙
蓉食品药品产业项目区、承接产业转移创新创
业项目区、有色金属科技产业项目区，分别捧
回了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产业园（基地）、全国循
环化改造试点示范园区、全省有色金属冶炼加
工重点专业园等“金字”招牌。

桂阳还实行“一园一策、一企一策”，在政
策、法律、法规范围内，用好用足优惠政策，使

“创新开放”落实落细，并转化为推进“产业强
县”的强大动力。

老乡引商，“链条”招商
“亲情招商”， 是桂阳招商引资的一张王

牌。
去年，桂阳组织了首届声势浩大的“桂商

大会”，拉开“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序幕。
一批又一批桂阳籍能人， 或携资回乡创业，或
牵线搭桥引资。

“在外经商想着家乡，一有机会就为家乡
招商。”广东东莞桂阳商会会长周劲松说，富不
忘本，情系桑梓。

周劲松是桂阳县正和镇人， 南下打拼多
年，在商界积累了一定人脉。去年经他联络搭
桥， 总投资3亿元的润华光电项目成功落户桂
阳，实现当年引进、当年开工。今年，他又力促
广东家具协会与桂阳携手， 共同建设总投资
200亿元、能带动5万多人就业的湖南广东家居
智造产业园。

不仅如此，桂阳还瞄准珠三角、长三角地
区，围绕有色金属、食品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加工制造、烤烟等7大支
柱产业，实行产业链精准招商，致力招来一个
产业、引来大批企业。

其中，桂阳引进的翔龙通航项目就是一个
集飞机组装、试飞、销售、维修和通航飞行培训
于一体的现代新型高科技项目。该项目一期工
程去年4月动工，完工后可年组装飞机50架，实
现产值5亿元，上缴税收1000万元。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完整产业链，除了翔龙
通航，桂阳还引进了景湘源、利诺生物制药等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以乡招商、 以商招商和协会招商， 硕果累

累。据介绍，除家居智造、压铸产业园外，桂阳今
年还引进签约项目98个，签约金额达158亿元。

培育“支柱”，壮大实体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
通过推进“产业强县”，培育支柱产业，桂

阳市场主体目前已增至2.3万多个，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达136家。 桂阳实体经济正一步步
多起来、优起来、强起来。

8月， 桂阳有色金属科技产业项目区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广东康泽环保、郴州皓钰新材
料、亿鑫工贸、融升创新科技、东南锡业等有色
金属精深加工企业在这里抢滩登陆。加上在建
的国电金缘项目，有力推动桂阳有色金属产业
升级并向下游延伸产业链，走上“千亿园区”的
征途。

桂阳县工业园党工委书记张社军介绍，随
着与深圳压铸协会深入合作，将打破桂阳有色
金属产业只产锭块的历史，大大提升有色矿业
供给质效。

经过提质改造， 桂阳传统优势产业更优。
同时， 该县利用当地风力资源和优质政务环
境，加快培育清洁能源产业，吸引中广核、中国
电建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在桂阳安营扎寨。短
短几年，风电、光伏发电在桂阳实现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目前，中广核、中国电建集团等共投入40
亿元，在桂阳建成鲁荷金、青兰、天塘山等7大
风电场，总装机容量达35万千瓦，已累计发电
超过15亿千瓦时， 相当于节省50万吨标煤，位
居全省前列。

桂阳， 正以矫健的步伐奔跑在产业高地
上。

奔跑在产业高地上

将高原荒丘变成人工林海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讲述塞罕坝“务林人”的故事

湖南教育报刊集团协办

咬定“均衡”施硬招

� � � �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喻俊 司念伟）8月16日，湖南理工学院举行
缅甸国家轮椅篮球队和坐式排球队来湘集训
欢迎仪式。缅甸总领队Than� Yu赠送该校一件
象征友谊的富有其国家文化特色的工艺品作

纪念，说：“非常感谢湖南理工学院给我们提供
优良的环境、 高质量的训练场地和美味的食
物，衷心谢谢你们！”

为了帮助缅甸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中国政
府决定实施2017年援缅甸体育技术合作项目。

作为湖南唯一参与此援助计划的高校，湖南理
工学院于8月中旬启动缅甸国家轮椅篮球队和
坐式排球队共30名教练、运动员的日常集训工
作，集训周期27天，学校主要提供训练场地、住
宿、餐饮等方面的指导与服务，并由我国专业
教练进行训练。学校准备充分，接待工作安排
有序，受到缅甸领队和教练员、运动员赞扬。

今年来，湖南理工学院已陆续接待瓦努阿图
国家田径队72名运动员和玻利维亚国家田径队
18名运动员来校开展为期5个月的集中训练。

内陆高校助力“一带一路”
湖南理工学院援缅甸体育技术合作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