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环境保护部获悉，环
保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近日联合印发《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规划（2016-2020年）》。规划提出，到2020年，长江、黄河、珠
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
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70%以上，劣Ⅴ类比例控制在5%以下。

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说， 这是第一次形成全
国地表水环境“一盘棋”管理。规划范围主要包括长江、黄河、
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并兼顾浙闽
片河流、西南诸河、西北诸河，第一次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重
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规划明确了各流域污染防治重点方向和京津冀区域、长江经
济带水环境保护重点。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行政区划，划定陆
域控制单元，实施流域、水生态控制区、水环境控制单元三级分区
管理。全国共划分为341个水生态控制区、1784个控制单元。在此
基础上，筛选了580个优先控制单元，进一步细分为283个水质改
善型和297个防止退化型单元，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规划提
出工业污染防治、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流域水
生态保护、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保障等5项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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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块头”货运无人机首飞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单行本，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有关方面组织编写了《十
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十九大报告辅导百问》、《十九大党章修
正案学习问答》学习辅导读物，对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国共
产党章程（修正案）》进行了全面阐释，是学习理解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权威辅导材料。近日，《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十九大报告辅导百问》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学
习出版社出版发行，《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 由党建读
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本出版
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读本出版发行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出台

2020年我国七大重点流域
劣Ⅴ类水质比例控制在5%以下

新华简讯

� �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近日在
其官方网站发布预测称，2036年， 全球
航空客运量将达到78亿人次，是今年航
空客运量的近两倍，客运需求年均复合
增长率达到3.6%。中国将在2022年超过
美国成全球最大航空市场。

2022年中国将成
全球最大航空市场

国际航协预测：

� � � � 继日产汽车被曝使用无资质检验员
进行车辆出厂检验后，日本又一大型汽车
生产商斯巴鲁公司10月27日也被曝光存
在同样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发现问题的
是斯巴鲁位于群马县太田市群马制作所
的总厂和矢岛工厂。这两家工厂让没有整
车检验员资格的员工从事车辆出厂前部
分项目的检验工作。这些不具备资格的员
工还借用正规检验员的印章，在记录检验
结果的材料上盖章。

（均据新华社电）

日系车再曝
“无证质检门”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有效载

荷1.5吨，可“一键操控”在200米内完
成起降———由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研发的大型货
运无人机AT200近日成功首飞，是目
前世界上民用无人机领域首屈一指
的“大块头”。

26日，AT200在陕西蒲城内府机
场首飞。飞机经过滑跑、起飞、爬升至
预定高度后， 进入巡航段并盘旋两
周， 随后进入着陆航线平稳着陆，整

个飞行过程持续26分钟。
专家介绍，AT200摆脱了对飞行

员的依赖，在指控中心即可实现飞机
“一键自主起降”，还可同时控制多架
无人机。 期间只需监控无人机的状
态，必要时由无人机飞控手进行简单
操作即可改变飞行状态，极大地降低
了货运成本和无人机操作难度。

记者从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了解
到，AT200最大起飞重量3.4吨，货仓容
积为10立方米，有效载荷达1.5吨，相当

于一辆小货车的载重。 巡航速度为313
公里/小时，续航时间8小时、航程2183
公里，实用升限达6098米。飞机满载时
可在200米内完成起降。

AT200以新西兰生产的P750XL
为原型机进行无人化研发设计，突破了
有人机改无人机总体设计、 飞机-发动
机-控制系统匹配、飞机气动参数辨识、
全机质量特性测试和系统综合测试等
关键技术，验证了大型固定翼有人机无
人化的可行性。

� � � � 10月26日，在陕西蒲城内府机场，工作人员在维护大型货运无人机AT200。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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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机关团体
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自2017年12月1
日起施行，1988年9月22日发布施行的《楼
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严格控制
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 把严
格控制楼堂馆所建设作为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切实转变作风的重要举措。为
了把严格控制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的
举措制度化，建立长效机制，推动监督检
查常态化， 防止公共资金用于新建政府

性楼堂馆所， 把宝贵的资金更多用于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国务院制定《机关团体
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

《条例》对机关、人民团体新建、扩建、
改建、购置楼堂馆所作出严格限制，明确规
定不得建设培训中心等各类具有住宿、会
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禁止以
技术业务用房等名义建设办公用房或者违
反规定在技术业务用房中设置办公用房。

《条例》规定，对机关、人民团体建设
办公用房，要严格项目审批，强化资金管
理，对属于禁止建设或者建设必要性不充

分、建设资金来源不符合规定、建设内容或
者建设规模不符合建设标准等情形的不
得批准建设；办公用房项目应当按照审批
机关核定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和投资概
算进行设计、施工；办公用房项目的建设资
金由预算资金安排，不得挪用各类专项资
金、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借款及接受赞助或者捐赠等。对机关、人
民团体维修办公用房，要严格履行审批程
序，执行维修标准，禁止进行超标准装修或
者配置超标准的设施。

《条例》明确，机关、人民团体有未经

批准建设办公用房、 办公用房项目建设
资金来源不符合规定等违法建设行为
的， 根据具体情况责令停止相关建设活
动或者改正，对所涉楼堂馆所予以收缴、
拍卖或者责令限期腾退， 对负有责任的
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条例》 还对建设楼堂馆所的信息公
开、监督检查等作了相关规定。

在严格限制和规范机关、人民团体建
设楼堂馆所的同时，《条例》明确，财政给予
经费保障的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以外的
其他团体建设楼堂馆所，参照适用本条例。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条例》

严格控制机关团体楼堂馆所建设

九旬老教授与他的13本湖南方言书

� � � �西班牙参议院10月27日下午通过决
议， 授权中央政府全面接管加泰罗尼亚
自治区地方政府权力。 在支持团结统一
的主要党派缺席情况下， 加泰罗尼亚自
治区议会当天下午单方面宣布“独立”。
西班牙参议院随后召开紧急会议， 通过
启动宪法第155条、授权中央政府采取一
切必要行动捍卫国家统一的决议。

西班牙参议院授权中央政府
接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肖畅

10月26日，暮秋时节的湘潭，与往年并没
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于湘潭大学九旬退休老教授李永
明来说，这一天，他盼了60年。

他的老领导说：“这是湖南文化界的大
事、喜事。李教授笔耕不辍，永不放弃，体现了
一种可贵的愚公移山精神。”

他的同行说：“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丛
书又一次填补了湖南方言研究中的很多空
白。”

他的学生说：“因为一个念头， 没想到退
休后的老师又坚持了25年！”

他的保姆说：“李老再也不用每天熬夜到
一两点了……”

他的子女说：“父亲终于可以安心回家
了……”

而这些，都是因为当天《湖南方言系列丛
书》的首发。丛书共12本，其中10本是李永明
倾注了一生的呕心沥血之作，2本是他的学生
谢伯端所写。此外，李永明还有3本已写就，正
在校对中。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李永明这样总结自
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片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秋日暖阳温和地洒在湘大校园。 东门附
近的荷花池中， 一只蜻蜓停落在已经有些干
枯的荷叶上，顷刻，又牵着一阵清风，向远方
飞去。

李永明的居所，便与这荷花池默然对望。
居所里，最拥挤的当属书房，只留下一条

过道。一个立式书柜摆满了各种辞典、语法、
论集以及调查报告。 地上成排的书稿垒得高
过人的膝盖， 从出版社拿回来的样稿也被红
笔圈得密密麻麻。窗户前，一个穿着蓝白色高
中校服、浅灰色裤子的人正在低头看书。阳台
上的吊兰枝叶散落，时不时飘来一阵幽香。

如果不是这一头白发， 我们甚至都没有
从背影中认出，这个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校
对书稿的人，就是方言学家李永明教授。

“不要奇怪，这件校服也是从垃圾桶里捡
回来的。喏，那边的衣柜，像这样的，还有很多
呢！”保姆刘赛莲对此习以为常。

李永明转身，淡然一笑。
“以前我每个月的工资是64.5元，要搞调

查，没有稿费，出版也要贴钱，家里还有6个人
要吃饭，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吃穿。到现在，
都已经习惯了。”

李永明原籍广东省揭阳市，1928年出生
于新加坡，1953年中学毕业后，到广州考入中
山大学中文系。1957年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
分配到湖南省衡阳市第八中学执教。1980年
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92年退休。

“我这一辈子啊，阴差阳错，和方言打了
60年交道。” 回忆起这60年来熬过的坎坷艰
辛，李永明感慨万分。

其实，打从小学开始，中文并不是李永明之
所爱，他所擅长和钟情的，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
数学和物理，“从小学起，段考和期考，数学从来
没有打过99分，一直是满分。小时候，我就能把
机械钟表拆下来，洗好油再毫不费劲地装回去。
这些，才是我的兴趣和专长所在。”

“连列宁都说，‘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
产主义’。” 这让当时还在读高中的李永明觉
得，“学电气化，将来肯定有前途。”因此，在高
考填志愿时， 李永明毫不犹豫地将电机系与
机械系填在了第一和第二志愿里。

可一次次的“阴差阳错”，将当时的“无人
选择”，变成了李永明的“唯一选择”。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填文科的，你的作文
最好，你不填中文系谁填啊？”

“你是我们中文系学习最好的，没人选语
言研究小组，你就带个头，搞个语言研究小组
吧。”

“咱们语言研究小组里方言研究还空着，
你是组长，这个就归你了。”

“湖南连汤都放辣椒，我们哪里敢去？但
是分配的名额到现在还空着……”

就这样，在老师与同学们的“怂恿”下，李

永明不仅与电机和机械“擦肩而过”，而且与
湖南方言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方言把我‘捆’了一辈子，动都动不了。
一天到晚，起床、睡觉都是方言。这套《湖南方
言系列丛书》， 积累了我60年的调查研究成
果，哎，人生有多少个60年啊！但是，能为世界
同行做一点事，为方言研究出一份力，我也就
心满意足了。”在首发式上，李永明淳朴而深
情的告白，让台下掌声四起。

在大学期间， 李永明就开始用所学的国际
音标，记录自己的方言潮州话。大学毕业分配到
衡阳市八中后，他又利用教学之余，着手对衡阳
方言进行调查研究。《潮州方言》《衡阳音系概
要》《衡阳方言词汇》《衡阳方言》便应运而生。其
中，《衡阳方言》 是全国描写湘方言的一个方言
点的语音、语法、词汇的第一部专著。

调入湘潭大学工作之后， 李永明除了讲
授现代汉语等课程， 还开设了方言调查研究
课。期间，他经常带着学生下乡驻点调查，这
一“蹲”，起码就是个把月。

“夏天我们跟着李老师在乡下做调查，一
到晚上，蚊子多得都要把我们‘抬’起来了似
的，根本没法睡觉。李老师是潮汕人，吃得清
淡，湖南的菜又是辣得出了名。在这样恶劣的
环境下，他都咬着牙克服过来了，很不容易。”
说起那段经历，李永明的学生、湖南工程学院
原党委书记谢伯端仍然印象深刻。

湖南的汉语方言相当丰富、复杂，有湘方
言、赣方言、西南官话、客家方言、湘南的土
话、湘西的乡话等。由于历史的变迁、区划的
更动、 人口的迁移和人文、 地理的差异等原
因，同一方言内部差别都较大。

“岂止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有
些地方，甚至只隔了一条小河沟，两边的居民
就无法通话。比如‘吃饭’，同在湘南地区，临
武土话‘吃饭’叫‘咬饭’[kiou┑fa]，宁远土话

‘吃饭’则是叫[i√ma� � ]。”李永明边做着示范

边说道。
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准确的

第一手材料，为了找到“中意”的发音合作人，
李永明常常需要不停地跋山涉水， 反复地对
比考究。“要向后人负责， 绝对不能出错。”对
此，他坚信不疑。

在此期间，《临武方言》《长沙方言》《常德
方言》相继出版，而其余9本专著（包括正在校
对中的3本），则全是他在退休后的25年里，默
默耕耘的心血。

“这么多年，他凌晨一两点睡是常事，每
天都工作10个小时以上。” 保姆刘赛莲介绍
道。

“老师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下乡走访的时候
身边也没个人陪着， 一个人默默地又坚持了25
年，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自愧不如。”谢伯端说。

“我们相识已近半个世纪，从上个世纪50
年代到退休后的今天， 他仍然还在一个点一
个点地开展调查研究， 一个符号一个符号地
自己校对书稿。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愚
公’。”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所研究员陈章太深情说道。

“这批丛书是方言研究领域宝贵的精神
财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作藩在丛书总
序中如此评价。

“他把湖南当作家乡，为湖南甚至是全国
的方言研究提供了范本。同时，他运用了方言
的比较研究方法， 这在学术界开了先例。”特
意赶来参加首发式的台湾语言研究与教学研
究所教授董忠司对此赞誉有加。

“方言是一种文化基因，留住了方言，就
是留住了乡愁。”湘潭大学原党委书记章兢教
授说。

虽是“阴差阳错”，虽是“身不由己”，李永
明却“风雨兼程”，仍将方言研究这条路走得
沉稳，走得执着，走得激昂……

生命，其实到最后总能成诗
在滂沱的雨后

我的心灵将更为洁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

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
这首《回乡偶书》，曾无数次地浮现在李永明
的脑海里。

笔墨之间留下的方言，何尝不是一种醉
人的乡愁？足下踏遍的千山万水，何尝不是
对热土的“你侬我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的“痴情”，又何尝不是一首荡气回肠的动
人诗篇？

踏进李永明近百平方米的房子， 一副写
有“知多世事胸襟阔，阅尽人情眼界宽”的对
联挂在墙壁最显眼处。 屋内只有几件简单家
具， 其余大部分的空间都被各种书籍和资料
所占据。

“门前流水，清风明月，屋后山林，鸟语花
香。”李永明这样形容他的住所，并将其取名
为“望月楼”。

《望月楼集》是目前李永明的“兴趣”所
在，在这本30余万字的集子里，囊括了他这些
年所写的诗歌、散文、对联以及回忆文章。

诗集的书稿就摊放在了书桌上， 有些用
台灯的灯座压着。 叠放在书桌正前方的这一
沓，则写满了红色的圈圈点点。两个大小不一
的放大镜，左右各摆了一个，其中一个，正好
放在了几年前李永明抄录的一首诗上：“鸟欲
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早读书。效梅傲雪何傲
友，学竹虚心莫虚情。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
绝顶我为峰。胸有宏图乾坤大，心无私念天地
宽。”

“以后顶多再做个方言词典，喏，就是地
上这一大箱卡片。”李永明指着书房里过膝的
一摞摞手写材料说道。他停歇了一会，又说：
“之后就再也不弄方言研究了。”

“大家现在都说普通话，方言的存在并不
坏，它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产生一种亲
近感。”

“‘抢救’ 方言是没有用的， 应该是抢
‘记’。方言如果要消亡，谁都挽救不了。”

“像现在，我的孙子辈、重孙子辈都不讲
潮州话咯。所以，就要趁着方言还没有消失就
记下来，等后人看到了这些书，就会明白，湘
语、西南官话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能做的，也就只是这些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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