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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周月桂）
今天，长江、澜沧江、雅砻江、乌江、大
渡河、澧水……中国的大江大河上的
水电开发企业负责人齐聚长沙，参加
“学习和弘扬谭靖夷院士科技创新精
神座谈会”。11月12日， 便是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著名水利水电专家、中国
第七届光华工程奖获得者、 中国水电
八局原总工程师谭靖夷逝世一周年纪
念日，祖国的江河深深铭记着他。

来自中国工程院、 国家能源局、
中国电建集团、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
会、中国大坝工程学会、长江水利委
员会、国内水利水电建设行业各大企
业以及省内相关单位的专家代表出
席了座谈会。白发苍苍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郑守仁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马
洪琪来了， 中国电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晏志勇来了……大家在座谈
会上集体默哀，缅怀谭靖夷院士为中
国水利水电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和
高尚情怀。

谭靖夷，1921年出生， 湖南衡阳
人。 谭靖夷院士毕生钟情于江河，钟
情于祖国的水电开发事业，世界排名
前15位的特大型水电站，中国有7座。
这7座水电站都留下了他的名字，他
是国内水电施工系统唯一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新中国水电建筑施工技术
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当之无愧的筑坝
大师。

“对工程人最高的赞美是：修大
坝的成为了大坝，修桥梁的成为了桥
梁，修道路的成为了道路。谭靖夷院
士正是中国水电建设史上最巍峨的
大坝之一。”中国电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晏志勇在会上说。

中国水电八局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素华深情地说，谭靖夷院士的精神
令人铭记倾慕，谭靖夷院士的足迹也
必将令人永远追随。

座谈会上，《从江河走来的院
士———谭靖夷院士文集》一书首发式
同时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妙 张莉

他是一名80后退伍军人，也
是一名共产党员，生死关头，他只
身跳入水中，救出落水女子。他就
是娄底市娄星区工业集中区的职
工李明华。11月8日， 记者见到了
这位热心肠的小伙子。

故事还得从今年4月15日说
起。 仲春的娄底，依然寒气未消。
4月15日6时40分许， 在娄星区长
青街道丹阳社区， 多数人还沉浸
在睡梦中， 一连串急促的呼救打
破了小区的宁静。

“快来救人啊，有人落水了！”
睡梦中的李明华被惊醒，他

顾不上穿外衣，立马从床上“蹦”
起，一溜烟跑向离家不远的池塘。
见一落水女子已无挣扎， 只有些
许衣服漂浮在水面。

“不好！”李明华暗道一声，立
刻跳进冰冷的水塘，将人救起。

居民周满秀回忆说：“该女子
被救上来的时候，脸色发白嘴唇发
黑，手脚僵硬，已经没有了呼吸。”

“不能放弃！”在部队学过急
救知识的李明华深知紧急救护的
重要性。他撬开落水女子的嘴，简
单擦拭了她吐出的白泡沫， 反复
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抢救。
几分钟后，该女子有了微弱呼吸，
并很快被送往医院治疗， 成功脱
离生命危险。

事后， 主治医生感慨地说：
“如果不是抢救及时，该女子怕是
救不活了。”

多年的军旅生涯， 不仅磨练
了李明华的意志， 更让他养成了
习惯，一听到紧急呼救，立刻会引
起警觉，即使退伍了，依然保持着
军人的作风。 他说：“当时也没想
什么，就是一种本能吧，一心想要
救活她。”

“李明华是个很不错的伢子，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11月8日，丹
阳社区工作人员李如桂如是说。

在同学肖俊看来， 李明华的
救人行为很正常。“他就是这样一
个好人，非常热心肠！”几年前，他
和李明华去孙水河游泳， 水流太
急， 自己一不小心被冲进了深水
区。“我当时吓坏了，大喊救命，在
对岸的李明华一头扎入水中，向
我游来。” 肖俊回忆说：“刚开始，
他想把我拉到岸边， 但由于我太
重拉不动，李明华只好潜入水底，
把我撑起往岸边推， 我看他完全
没有力气了，但还是没有放弃，反
复好几次我才顺利得救。”

据了解， 李明华是一名退伍
大学生士兵，在部队表现优秀，曾
获“优秀士兵”等荣誉称号，目前
在娄星工业集中区工作。“李明华
工作积极肯干，不怕吃苦，爱学习，
从不计较，当时借调的13个人参加
业务考试，他考了95分，成绩第一。
这次单位调整岗位，分管领导都抢
着要他。” 娄星工业集中区纪工委
书记何清峰对李明华赞赏有加。

“热心肠”“不怕苦”“不计较”
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长青街
道党工委及丹阳社区向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发出向李明华同志学习
的号召。娄星工业集中区也号召园
区上下向救人英雄李明华学习。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更是一
名共产党员，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
的。”面对各方赞扬，李明华腼腆
地说。

■点评
因为有爱，生活才这么美好；

因为有信念，人生才如此精彩。80
后小伙李明华，退伍不褪色，始终
坚守着军人的操守和品格。 他的
“热心肠”， 诠释着当代青年不畏
艰险、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时代
精神， 也是娄底市大力推行责任
心教育的具体体现。

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一个宏
伟的声音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出来，
在广阔无垠的稻田里回荡。

11月9日下午， 记者来到长沙市
望城区新河粮食合作社，收割机在稻
田里纵横穿行， 吞吐着金黄的稻穗，
阵阵清香从田园里弥漫过来，让人神
清气爽。

“我们合作社有稻田2000多亩，
周边其他农户4000多亩，是国家农业

部确定的晚稻高产创建示范片。这
6000多亩晚稻都由我们合作社统一
收购。” 合作社社长彭觉辉指着大片
刚收割的稻田，兴奋地说。

站在一旁的长沙市粮食局副局
长易鹰左手抓起一把刚从收割机里
吐出来的稻谷， 右手拨弄着对记者
说：“刚收割的新鲜稻谷，交给他们合
作社，由合作社代清理、代烘干、代储
藏、代加工、代销售，一条龙服务。刚

才我们一路过来， 再也看不到马路
上、禾坪里晒谷的场面。”

易鹰这话不禁让记者想起儿时
在老家晒谷的情景。

我们一行又走到了合作社的烘
干厂房。“一次可烘干多少粮食？”望
着一排整齐的烘干机，记者问。

“8到10个小时可烘干120吨。”彭
觉辉回答。

“这个一条龙服务，不仅解决了

农户晒谷问题，也免除了收割季节天
气的影响。不管刮风下雨，收割机一
收，全部拖来一交了事。”望城区粮食
局局长余亚军“抢答”道。

记者了解到，望城区今年晚稻共
有38万多亩，产粮16万余吨，4个粮食
收购点目前已收购12000吨。 作为千
年米市的长沙， 农民留足口粮后，全
市晚稻可收购粮食20万吨以上。

“像这样的‘一条龙’合作社，全
市有多少个？”记者问。

易鹰介绍，目前全市共有6个试点，
望城2个、 宁乡2个、 浏阳和长沙县各1
个。这种合作社，把粮食的生产、加工、
销售3个产业融合在一起， 保证了粮食
从田园到餐桌的全程品质和安全。

离开合作社的时候，记者耳旁仿
佛又回荡起宏伟的声音：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何淼玲）
11月6日、9日，沪昆高速邵阳段“7·19”
特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系列
案分别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长沙县人民法院、长沙市望城
区人民法院和隆回县人民法院一审
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8日
17时，长沙大承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
周添委托其朋友刘斌驾驶湘A3ZT46
轻型货车从新鸿胜公司土桥仓库充
装6.52吨乙醇， 运往武冈市湖南湛大
泰康药业有限公司。2014年7月19日
2时57分， 刘斌驾驶该车由东往西行
驶至沪昆高速公路1309公里33米路
段时 ， 与前方排队等候通行的闽
BY2508大客车发生追尾碰撞， 致轻
型货车运载的乙醇瞬间大量泄漏燃
烧，致使大客车、轻型货车等5辆车被
烧毁，造成54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4

人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 直接
经济损失5300余万元。 被告人柳铁
进、胡春瑞、龙敏、王萍、卢建波、朱楚
才、陈刚、周磊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 分别负有对涉案企业危险化学品
经营活动及道路交通安全的监管职
责，因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
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情节特别
严重，他们的行为均构成玩忽职守罪。

长沙市芙蓉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烟花危化科原科长卢建波、原副
局长王萍均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
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卢建
波、王萍的行为均构成玩忽职守罪。卢
建波、王萍均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玩
忽职守罪对卢建波、 王萍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三年。

长沙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监科原科长
胡春瑞、原副科长龙敏、原副局长柳
铁进均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胡春
瑞、龙敏、柳铁进的行为均构成玩忽
职守罪。胡春瑞、龙敏、柳铁进均有自
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长沙县
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对胡春瑞、龙
敏、柳铁进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
个月、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有期徒
刑三年。

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生产质
量监督处原处长朱楚才是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
特别严重，朱楚才的行为构成玩忽职
守罪。朱楚才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对
朱楚才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

路管理支队邵怀大队隆回中队原中
队长陈刚、原干警周磊均是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
特别严重，陈刚、周磊的行为均构成
玩忽职守罪。陈刚和周磊均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隆
回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对陈刚、
周磊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此外，涉及本案的长沙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西城分所
查验岗原民警师耀光已因犯玩忽职
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且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涉及本案的长沙
汽车检测站有限公司原工作人员胡
有斌、郭砺锋、罗安、樊杨犯出具证明
文件重大失实罪一案正在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中。

�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于振宇)今天记者从湖南省人民检
察院获悉，日前，郴州市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李向阳涉嫌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 经湖
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邵
阳市人民检察院向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
法告知了被告人李向阳享有的诉

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李向阳，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邵
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李向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其财产收入、支出明显超过合
法收入，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祖国江河铭记着他
学习和弘扬谭靖夷院士科技创新精神座谈会长沙举行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李明华：退伍不褪色

湖南检察机关依法对李向阳提起公诉

� � � � 李 明 华
（左一）与同事
在工地测量。

周俊 摄

沪昆高速邵阳段
“7·19”特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系列案一审宣判

消防安全大体验
11月9日，洪江市芙蓉小学学生在消防车登高平台上体验高空灭火作业。

当天是“119”消防宣传日，该校组织学生来到洪江市消防大队，了解消防器材性
能与用途，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杨锡建 聂永佳 摄影报道

清香，在稻田里弥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