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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道兵）深秋时节，西洞庭湖
中尾洲上，曾经挺立的一棵棵欧美黑
杨已经全部倒下。记者从常德市环保
局了解到，截至11月19日，常德汉寿
县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核心区5万余
亩欧美黑杨已全部清理完毕，提前40
余天完成任务。

为发展湖区经济， 西洞庭湖曾
大面积种植造纸经济林欧美黑杨。
作为一种外来植物， 欧美黑杨会破
坏鱼类繁育场和鸟类栖息地， 严重

影响洞庭湖生态系统。 中央环保督
察组反馈我省意见中要求， 今年12
月底前， 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核心
区所有欧美黑杨彻底清理。 经GPS
核定， 常德市西洞庭湖核心区黑杨
面积为5.08万亩。

据了解，核心区杨树林涉及经营
权属单位8个、洲滩18个、业主42户，
承包合同的债、权、利关系复杂，且核
心区30%的杨树为幼林和中幼林，清
除损失较大。清除欧美黑杨一度成为
常德市环保督察整改的棘手问题。

对此，常德市高度重视，市领导
成立工作组，赴现场督办；成立高规
格的指挥部， 挂图作战，14个专业作
业队分片作业。坚持以人为本，汉寿
县财政整合资金7000多万元， 采取
“以奖代补”方式，按照公平公正、科
学合理、 真实准确的原则，给
予黑杨种植业主适当补偿，尽
最大努力减少业主经济损失。
严明法纪，对在生态环保工作
中失职失责的人员严格问责，
如汉寿县共约谈9人、 停职检

查6人、立案审查5人、行政拘留3人，
达到“处理一个、震慑一片”的效果。

11月10日，该市吹响“奋战半个
月，打赢欧美黑杨清理攻坚战”的冲
锋号。至19日，核心区的黑杨已清理
完毕。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龚
柏威 通讯员 陈雯）11月20日， 沅江
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工地上机器
轰鸣，工人在抓紧施工。据悉，该厂将
在明年3月通水调试。

沅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总投资

2.49亿元，建设占地109.13亩，污水处
理量近期规划为每天3万吨， 远期规
划为每天6万吨。 其纳污范围为上琼
湖以南、石矶湖以西城区，主要包括
浩江湖西岸片区、 赤塘工业园区，纳
污面积18.62平方公里， 服务13.84万

人，被称为南洞庭湖“净水器”。
该项目今年6月启动建设， 现在

桩基础施工已完工，正在进行管网和
主体施工。项目建设方组织了10余个
施工班组同时作业， 已铺设主管网8
公里， 完成两个生化池底板浇筑，主

体工程将在年底前完成。
据了解， 沅江市其他10个乡镇

的污水处理厂， 将整体打包为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确保
2019年12月前所有污水处理厂建
成。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名片
陈昱烨，1985年出生， 金井镇

党委委员、 副镇长。2008年入选湖
南省首批大学生村干部。因工作成
绩突出，被评为全省优秀大学生村
干部。 现作为主管旅游的副镇长，
为了推广金井茶乡，她参与拍摄风
景大片，演唱MTV《清和金井》，成
为网络红人。

� � � �故事�
� � � � 初冬午后，阳光和煦。长沙县
金井镇湘丰茶博园，若有若无的茶
香是空气的底色。广袤的茶田一望
无垠， 旅游新项目帐篷旅馆边，一
处雅致茶楼为绿色掩映，面容清秀
的陈昱烨与记者围桌而坐,娓娓道
来。

陈昱烨出生在长沙县果园镇
的一个农村家庭，2004年考入长
沙理工大学，学习法学。2008年入
选大学生村干部后，陈昱烨被安排
在长沙县春华镇春华社区工作。她
走遍了社区的每一块土地，记下了
社区3000多名居民的名字， 用双
手帮孤寡老人洗过脚，用工资帮困
难儿童交过学费，用热情帮失业青
年创业就业。

2010年， 陈昱烨被评为湖南
省优秀大学生村干部。 次年被提
拔到长沙县湘龙街道湘郡社区，
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她主持下，社
区在一年之内就建立了服务中
心，建成了小区文化苑，成立了多
支志愿者服务队， 筹措社区活动

经费数十万元。
2012年10月， 陈昱烨被破格

提拔为长沙县金井镇副镇长。几年
后， 兼任金井镇金龙村党支部书
记。 刚上任， 她就公开作出3个承
诺：不独断专行，不带亲友承包村
级工程，不在村里报销个人开销。

金龙村安置了800多名水库
移民， 许多移民的家庭收入偏低。
陈昱烨提出让移民享受与原住民
同等的民生待遇。班子成员和一些
原住村民担心村级集体经济的“蛋
糕”被分割、自己的利益受损，对此
颇有抵触。陈昱烨先统一班子成员
的意见，又去做新乡贤和村民代表
的工作，村议事会终于通过了她的
提议。陈昱烨说，凡事都要按程序
走，实行阳光运作，把情况和道理
说清楚了，村民们就没意见了。

金龙村坝湾组户主杨雨（化
名）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2009年
突发精神障碍，几次轻生，在金井
镇民政局的介入下，被送入精神病
院生活疗养。 他的妻子离家出走，
至今没有归来，当时孩子才1岁半。
陈昱烨今年了解到具体情况后，为
接送孩子上学的姑姑在金井茶厂
介绍工作，又安排孩子去湘雅医院
做智力测试和体检，为这个有智力
障碍的孩子争取入普通学校的资
格。 陈昱烨常上门给孩子洗澡、洗
头发，陪他一起看书，教他写字。现
在，木讷的孩子脸上，露出了很久
不见的笑容。这样的故事，在陈昱
烨身上还有很多很多。

去年9月， 一个推介乡村旅游
的网络公司找到镇政府，希望合作
拍摄一组图片宣传金井镇。分管旅
游工作的陈昱烨在摄影师要求下，
客串了一把主角。这组美景“大片”
在朋友圈疯转，8天左右就达到了
16.8万浏览量。提起这组图片的拍
摄地， 陈昱烨津津乐道：17个取景
点分别是石壁湖公园、 湘丰茶博
园、金井（三棵树）茶园、三珍虎园
等，都是金井镇的特色旅游资源。

欸乃一声轻舟浮，万亩茶园在
青山绿水间荡漾碧波，采茶女身姿
优美……这是MTV《清和金井》的
场景， 唱歌的主角正是陈昱烨。今
年春天网络首发后， 叫好声不断。
采访结束后,记者将这首夹带着浓
浓茶香的《清和金井》推荐到新湖
南长沙频道发表,短短3个小时，点
击量就达到了10万+。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22日迎来“小雪”节气。地寒未
甚，气寒将雪，“小雪”裹着清寒的湿
气而来。气象部门称，湖南已于18日
启动入冬进程。

茶花满路，霜叶如花
农历十月， 神秘的冬驾着冷空

气， 悄悄降临在菊科植物的瘦果上、
山茶科植物的花苞上、盐肤木与乌桕
的红叶上。

青裙玉面初相识，九月茶花满路
开。湿冷的冬天里，花大而艳的，大概
只有山茶科植物了。山茶科里最先开
花的是油茶和茶树，大约在农历九月
就已经开放，均开白花，在寒林里越
发显得清冷。油茶花和茶树花不作观
赏用，园林最早开放的是茶梅，秋末
便开花了， 霜降立冬时节开得正好。
而最大最艳的山茶花一般要到元旦
前后开花。

寒山十月旦，霜叶一时新。法国
梧桐叶量丰厚，此时节阔大的叶子落
地，夏日的绿云化作松软厚毯，铺出
一层层安静萧索。法国梧桐叶子并不
变红，只是失去水分，日渐干枯，而这
黄褐色才是真正的冬季色彩。枫香叶
色较为斑斓，但在南方也很难有满树
红火的感觉。灰绿的山林里偶然闪现
一抹艳红，走近了才发现是一株矮小
的盐肤木，叶色真正艳丽如花。叶色
最柔美的是乌桕，从绿色到浅黄深黄
橙色红色， 小小的菱形叶子温婉渐
变，顿觉寒风柔软些许。

气寒将雪，地寒未甚
刚入立冬节气时， 秋光尚且恋栈

不去， 那点温存的尾调延留在每片明
艳的秋叶上。直到立冬节气最后几天，
寒风冻雨，天光昏瞑，季节迅速转换。

从18日开始， 长沙的日平均气温
便跌入10摄氏度以下，从最新的天气
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将维持在这
一水平，这是进入冬季的重要标志。

省专业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邓晓
春表示， 按照立冬以后连续5天日平
均气温低于10摄氏度为入冬的标准，
湖南大部已于11月18日入冬。

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
而雪未大也。”这几天，北方已经开始
飘雪，湖南的雪却还难见踪影。

省气象局气候中心资料显示，小
雪节气是寒潮活动最为频繁的节气，
气温变化幅度大，平均气温较立冬节
气低3摄氏度左右， 不过最低气温很
少低于零摄氏度，因此，小雪节气在
湖南看到雪的几率很小。

小雪节气将至，虽然没有雪花迎
接，张家界天门山等地倒是出现了雾
凇。也有湖南网友宣称已经拍摄到了
今冬第一场雪。不过，省气象局专家
表示，目前我省所有的地面观测站都
没有观测到雪，省内高山只有南岳设
有观测站，也尚未观测到下雪，至于
其他高山区降雪情况目前还无法得
知，但整体来说，我省目前尚不具备
下雪的水汽条件。

没有太阳，又不下雪，这是湿冷的
南方之冬，等待被炉火与阳光点亮。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吴亚洲 刘成文

11月21日下午，天色阴沉，寒风
凛冽，岳阳县长湖乡团结村特困户屈
良山家却温暖如春。该县10多名志愿
者，带着奶粉、学习用品来到屈良山
家慰问，让屈良山心里暖融融的。

连日来，一双大码鞋引发的扶贫
故事持续发酵，在屈良山家汇成了爱
的暖流。

一个揪心场面
11月10日15时许，长湖中学学生

屈春林穿着一双40码的鞋子，走下楼
梯噼啪作响。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
县教体局联点干部彭新华的注意。

“我穿36码的鞋， 这鞋子和衣服都是
别人送的。”屈春林怯生生地说。

“春林开学时请了一个星期的
假，在医院照顾生病的父亲。”班主任
王珍香补充道。

8公里山路弯弯曲曲， 屈春林家
里的现状让人揪心：4间破旧房屋，一
张旧床、一张破桌、半袋米、半瓶油、
一口锅。父亲屈良山是个盲人，直肠
癌手术后， 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母
亲吴五依患有精神病，被送回娘家照

顾；2岁的妹妹寄养在别人家。全家享
受低保兜底政策，每人每月260元。

“我这样子还能做什么呢？”屈良
山灰心地说。

一次温馨走访
“特困家庭急需爱心帮扶！”了解

到屈家状况后，彭新华立即在朋友圈
发起了募捐。

“看到这个孩子的遭遇，我就想
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我捐1000元！”
爱心的呼唤引来胡细荣带头捐献。接
着，张超飞、沈向东、史艳等20多位爱
心人士积极响应……

捐助有限，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还需要政府部门联动！

11月11日上午，岳阳县政府办副
主任侯小波送来了衣物。他随即将屈
家情况向主管救助工作的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吴光文作了汇报。

“屈大哥，别着急，我们一起想办
法。”岳阳县民政局局长李君梅闻讯，
带了机关干部看望屈良山一家，送上
了3000元慰问金。

“春林，好好读书。”李君梅叮嘱。
9岁的朱振宏将自己特意在县城精心
挑选的书包、文具盒、笔等学习用品
送给了屈春林。

在现场， 大家商量帮扶方案，为
屈春林一家添置过冬必需品，以及解
决屈良山的大病救助问题。

一场“高级”会议
11月12日，气温骤降。彭新华和团

结村党支部委员梁美、 老党员屈新保、
村民屈华五等来到屈春林家开“诸葛亮
会”，寒风从大门外面灌进来全然不知。

床、被套、衣柜、棉袄、棉裤、食
物、 住房维修……梁美列了一个清
单，准备上报。

“山爹您放心，我们就是贴工亏
钱也要让您住得安心！” 泥工屈季冬
拍着胸脯说。

“我们组里也商量好了，多派几
个人帮工，还凑一点钱。”屈华五说。

经过认真合计， 预算出来了。梁
美说：“我下午去找乡政府，把山爹家
里的情况报到县里去。”

一张久违笑脸
屈春林悄然将房间打扫得干干

净净，又开始淘米煮饭。“我希望爸爸
妈妈的病快点好起来。” 屈春林稚嫩
的脸庞上，不经意间流露出与年龄不
相称的忧伤。

11月13日下午，长湖乡党委书记

童铮与县住建局局长姚正大会商。姚
正大表态：“山爹的危房问题特事特
办，尽快解决！”

县教体局局长王敏与长湖中学
校长李宇露商定，免除屈春林在校读
书期间的伙食费，对他进行学习帮扶
与心理疏导。

11月15日上午， 县民政局副局长
彭六军和12名志愿者， 带着价值一万
余元的生活物资，慰问了屈良山父子。

“感谢这么多伯伯、叔叔、阿姨帮
助我们。我一定认真学习，将来也像
大家一样回报社会。” 屈春林露出了
久违的微笑。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陈新）
长沙“史上最严”黄标车限行令来
了 !今天上午，长沙市政府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从11月15日起，黄
标车限行区域扩大至长沙市行政
区域内所有道路，驾驶机动车违反
规定的车主，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根据长沙市PM2.5源解析结
果显示， 机动车排气约占25%，而
一辆黄标车的污染物排放量，大致
相当于28辆国Ⅳ标准车辆的排放
量。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对
高污染排放机动车实施交通限制
通行措施的通告》(以下简称《通
告》)，本次限行的对象为以汽油为
燃料、未达到国Ⅰ排放标准的机动
车和以柴油为燃料、未达到国Ⅲ排
放标准的机动车，限制通行时间为
全天候，限行区域扩大至长沙市行
政区域内所有道路， 包括长沙县、
望城区、浏阳市和宁乡县。

《通告》要求，交警部门将联合
环保、交通、城管等部门对“黄标
车”在限行区域内通行的违法行为
开展联合整治，对违反限制通行规
定的驾驶员将按照相关规定处以
100元罚款。同时，对未年检、未购
买交强险及多次违法未处理的黄
标车，将依法依规暂扣车辆，实施
顶格处罚。

根据长沙市交警部门提供的
数据显示，至今年3月底，长沙“黄
标车”保有量为29497辆，约占全
省总量的四分之一， 截至11月上
旬， 交警部门已实际注销淘汰
20277辆， 淘汰比率为68.74%。按
照要求，今年12月30日前，长沙将
完成全市所有黄标车淘汰任务。

目前，长沙对提前淘汰的黄标
车实行财政补贴， 补贴时限截至
2017年12月30日。目前，全市已完
成10批1722辆黄标车共计1252.3
万元补贴发放。

陈昱烨：副镇长成“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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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行政区域内
所有道路限行黄标车
截至11月上旬已实际注销淘汰20277辆，淘汰比率为68.74%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西洞庭湖欧美黑杨全部“卧倒”
常德市提前40余天完成清理任务，共计5.08万亩

南洞庭湖将添“净水器”
沅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明年3月通水调试

入冬迎“小雪”

爱的暖流 ——一双大码鞋引发的扶贫故事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加紧线路检修 确保入冬供电
11月21日，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通道供电分公司工作人员在县城

进行线路检修。入冬之际，为确保正常安全供电和市民用电所需，该公司将陆
续对各片区线路进行全面检修和分段计量升级改造。 尹序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