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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朱振华

4月1日，星期日中午，全国人大代表、湖
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唐
纯玉走进公司食堂，向在这里就中餐的工友
们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出生于永州瑶乡的唐纯玉从公司一名普
通化验技术员做起，30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中
药研制创新，把传统中药产业发扬光大，逐步成
长为公司执行董事。 她带领科研团队借鉴民间
药方研制成功的“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大品种培

育项目”，其产品标准上升为《中国药典》标准。
见到唐纯玉， 工友们自发围了上来，期

盼着唐纯玉带来更多的两会精神“干货”。
唐纯玉首先向大家报喜：“这次，我去北

京开会时随身携带的咱们公司自主研发的
药品，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

唐纯玉看着大家期盼的眼神， 兴奋地
说，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支持中医药发展。这不仅
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福祉，也让中药研制
人员倍感责任重大。

话音刚落，工友们开始讨论如何生产出更
好的中成药，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最后，大家齐
刷刷地看着唐纯玉，想听听她带来的新消息。

唐纯玉顿了顿， 说：“李克强总理在报告
中提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科技创
新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这给
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不忘初心，努力做中
成药创新的领跑者。通过持续创新研究，提升
产品的科学价值，把传统中成药产业发扬光
大，让医药人的初心绵延。”这时，工友们情不
自禁地鼓起掌来。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 � � �名片
张泽奇，1996年生， 山东省济宁人，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钢火烧龙” 领队、教
练。 领衔参加湖南省大学生舞龙舞狮比赛，
获得竞速舞龙第1名。率队进行“钢火烧龙”
演出，协助央视拍摄专题纪录片，获得一致
好评。

� � � �故事
张泽奇，一个帅帅的小伙子，他领衔团

队把龙舞给世界看。这龙不是我们平时看到
的龙，而是钢花飞溅的火神龙。

夜幕降临， 轻重缓急的鼓声响起来。从
竹器火筒里喷出的橘红色钢花，照亮了吉首
乾州古城的夜空。一群气宇轩昂的后生赤膊
上阵， 冒着飞溅的钢火勇猛地挥舞着火神
龙，由张泽奇执掌龙头的“钢火烧龙”表演拉

开了序幕。3月18日，也即农历二月初二“龙
抬头”这一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舞
龙的习俗。10多个小伙子配合默契,表演精
湛，博得观众称赞！

张泽奇，一个在校的大四学生，又是怎
样和“钢火烧龙”结缘的呢？

“钢火烧龙”，是湘西地区苗族群众祈
祷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的传统祭祀活动之
一，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近些年，老匠人
放下了以前引以为豪的手艺， 年轻人则选
择外出打工谋生，“钢火烧龙” 面临后继无
人的局面。

吉首市马颈坳镇人、“钢火烧龙” 文化
活动组织者张孝铭觉得，“钢火烧龙” 不能
变成回忆。2014年，张孝铭自己招募有志于
舞龙的年轻人组建团队。那年10月的一天，
张孝铭来到吉首大学体育文化学院“招兵买
马”。来自山东济宁的新生张泽奇，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去面试。两人一聊，甚是合拍。

从小热爱武术、 练习武术的张泽奇，具
备了舞龙的功底。“从结缘舞龙，到掌握舞龙
基本功———八字、螺旋跳龙、举龙串腾等，再
到能带徒弟教舞龙，越舞越开心。”张泽奇告
诉记者。

2016年9月， 张泽奇领衔学校舞龙队，
参加湖南省大学生舞龙舞狮比赛，获得竞速
舞龙第1名。

201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60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 张泽奇带领队员
们给各方来宾表演了“钢火烧龙”，获得广泛点
赞。“钢火烧龙” 活动也因此引起了众多关注，
央视外语频道于2018年1月上旬向他们伸出
“橄榄枝”，并于2月上旬走进自治州进行拍摄，
向世界推介“钢火烧龙”。“必须把这项天人合
一的民族运动传承下去！”张泽奇告诉记者。

张泽奇：
把“龙”舞给世界看

� � � �张泽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康翔 谢展南

2017年6月12日晚， 一场暴雨突袭郴
州城区。 来自双峰县的王勇光没想到，自
己守护被冲走井盖排水口的一个小举动
被网友拍照上传到朋友圈后引发热议，让
他成了温暖郴州城的“网络红人”。2018年
3月28日， 记者来到王勇光的老家———双
峰县走马街镇金蚌村，采访了这位助人为
乐的“湖南好人”。

“井盖哥”惊魂一小时
“其实，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情。”王勇光说。
去年6月12日，郴州城区大雨滂沱。晚

上10时30分左右，在桂阳县从事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建设的王勇光和朋友一起驱车
从五岭广场回桂阳县。在经过南岭大道辅
道介贷商铺路段时，“嘭”的一声，王勇光
的车从地上弹起半米多高， 然后落地。惊
魂未定的王勇光赶紧下车，发现车轮下一
个排水口井盖被冲走，汽车底板被刮烂。

他马上意识到，这里存在着极大的安
全隐患，“不能让其他路过的车辆有同样
遭遇，甚至发生更大的事故。”于是，他将
车停靠在离排水口不远的位置， 打开车
灯。自己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站在
井盖前不停地晃动， 提示过往100多辆车
减速避让。 他在雨中站了一个多小时，直
到郴州市政公司来人将井盖安装好才离
开。

他的善举被路过的市民拍下来并发
到朋友圈。 湖南日报第一时间进行了报
道。于是，王勇光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他
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井盖哥”。

未婚“爸爸”，爱心不断
1978年出生的王勇光在母亲言传身教

下，从小就有一颗善心。15岁时，就曾勇救本
村一位落水妇女。他母亲今年68岁了，村里有
老人需要照顾、有人急用钱，也总是力所能及
地提供帮助。

2003年， 王勇光前往云南省临沧市售卖
农机时认识了鲍志光。 鲍志光与眼盲的奶奶
相依为命， 守着一个简易木头与稻草搭建的
家。王勇光了解情况后，承诺资助鲍志光的学
习生活费用，同时还资助了7名贫困生。在云
南7年时间内，他先后资助45名贫困生，当时
还未婚的王勇光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作“爸
爸”。

当年春节， 王勇光给母亲一个厚厚的红
包。但母亲没有收，她对王勇光说：“如果你有
能力，就去帮帮村里的那些五保户。”第二天
一大早，王勇光便上街购买了大米、食用油等
物资，包上红包，为金蚌村10多位五保户送去
新春的祝福。这一善举，他整整坚持了15年。

目前， 已是夏新净水器湖南总代理的
王勇光， 每月都要组织郴州办事处员工到
桂阳县的乡镇敬老院慰问老人，打扫卫生。
从2016年12月至今， 王勇光就代表公司组
织多次捐赠活动， 向桂阳县各乡镇贫困群
众捐赠了价值73万元的米、油、衣服、净水
器等爱心物资。

■点评

“井盖哥”的故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从他15岁抢救溺水者就可看出， 王勇光从小
就有一颗善良的心。正是因为有了爱心，他的
很多善举也就水到渠成了。当然，献爱心、行
善举不分早晚， 只要有行动， 人人都可成为
“井盖哥”。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姜蔚

君子一诺重千金。4月2日， 中国驻巴基
斯坦大使馆前大使张春祥如约来到巴基斯
坦首都伊斯兰堡，与“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访
问团”会合。这位古稀老人还在当地一家酒店
订了3桌饭，为烈属和老兵们接风洗尘。

伊斯兰堡时间4月2日12时40分许，张春
祥提前来到酒店，等候访问团成员。一见面，
他亲切地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拥抱。

刚落座，张春祥拿出一沓信封送给大家。
原来，这是他珍藏了15年的“中巴友谊之路”
———喀喇昆仑公路通车25周年纪念封，上面
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印
章，还留有他的签名。15年过去，信封上的印
章和字迹清晰如新。

“这次援巴烈属和老兵来了多少位?”张

春祥问。
“湖南最美志愿者”、援巴老兵田念胜答：

“一共38人，老兵14人，烈属24人。里面有21
岁的韩颖，他爷爷是在筑路时牺牲的。”

“这一天，我等了15年。”张春祥感慨道，“我
保存这些信封15年，就是想当面送给大家，但一
直没有机会。今天，我的心愿实现了。”

30多年来，张春祥一直努力助推中巴友
谊，对中巴友谊传播有限公司、湖南日报社等
组织“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赴巴基斯坦祭奠
英烈活动”，非常赞赏。

今年农历正月初六，张春祥带病参加在
北京召开的这次活动的筹备会议。“邀请烈士
家属和老兵到巴基斯坦扫墓，一直是我未了
的心愿。”张春祥当时表示，“我一定参加这次
活动，当一个名副其实的顾问和向导。”

3月8日，张春祥还专程赶到岳阳，指导这次
活动的筹备工作。随后，他多次与巴基斯坦驻华

大使馆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协调。
“张大使好和蔼啊！”当烈属和老兵提出要

与张春祥合影，他连连说好，并站好了“军姿”。
此时，伊斯兰堡正处于夏季，炎天暑热。

张春祥关切地对访问团成员说：“要随身带一
点必备的药品， 注意食品卫生， 不要乱吃东
西，怕吃坏了肚子。”

访问团成员大多年迈体弱、人生地不熟。张
春祥嘱咐：“为确保安全，尽量不要单独外出。”

“准备花圈、鲜花了吗？”张春祥询问田念
胜。田念胜回答：“马上准备。”张春祥说：“我
来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要他在吉尔吉特准备
好。”

“顾问顾问，就是要顾要问。”作为这次活
动的顾问，张春祥接住了担子，做出了承诺，
并表示将随团去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园，祭
奠88位烈士的英灵。

（湖南日报伊斯兰堡4月2日电）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井盖哥”的暖心事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
员 龚文君 汪进 ）“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给农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振兴
乡村，农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3月28日晚6
时许， 在临澧县四新岗镇白云村吴溪组，全
国人大代表、 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
从事油菜育种近40年的沈昌健在自家小院
前油菜田边，与几十名乡亲围坐一起，宣讲全
国两会精神。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回到
家中，沈昌健就在油菜育种基地忙开了。他同
时利用空闲时间，向乡亲们宣讲全国两会精

神。县里各地各部门也纷纷邀请沈昌健去传
达两会精神。

如何进一步履行好代表职责？沈昌健有
了新的体会和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幸
福就要奋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倍感自
豪，心中涌起磅礴的力量。怎样为更好的明
天奋斗？我觉得首先是做好本职工作。我是
一名研究油菜的农民，今后更要努力，埋头
搞好科研，借助科技力量和人才资源进行技
术攻关，以锲而不舍的作风，选好种，育好种。
通过繁育，提高种子的品质和产量，争取早
日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定，并争取在全省

乃至全国推广，那我也算是为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出了一份力。”

“人大代表的使命光荣而神圣，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我将通过带动油菜产
业这一家乡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 搞好示
范引导，带领乡亲们致富。同时，踏踏实实
走村串户，搞好调研，为乡亲们代言，反映
好基层的现状和农民的所盼、所想、所求，
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更好的、 质量更高的
参考依据！”眼下，油菜花已开，站在心爱
的“试验田”里，面对正在结荚的油菜，沈
昌健眼里满是憧憬。

努力做中成药创新的领跑者

“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沈昌健田间地头传播全国两会声音

“这一天，我等了15年”

� � � � 3月29日，小学生在“娃娃法庭”开庭前换装。当天，长沙市
芙蓉区韭菜园街道汤家岭社区举办了一场“娃娃法庭”模拟庭
审。旨在唤起社会对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关注，为青少年成
长保驾护航。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廖海梅 摄影报道

“娃娃法庭”
开庭了

唐纯玉向工友宣讲两会精神

� � � �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陈昂昂）全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分布在21个界别
的30名住湘全国政协委员积极为国家发展
出谋划策，议政建言；会后，委员们深入各地
传达全国两会精神，期望湖南更好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助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繁荣。

3月28日，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湖南省委
主委、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在省环保厅传
达了全国两会精神。他指出，全省环保系统
一定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全

国两会精神，深刻总结以往工作，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先进经验，坚决
打好大气、水、土壤环境治理战役。

3月26日，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
委副主委、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国海
在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传达全国两会精
神。他表示，致公党全省各级组织要把学习贯
彻好全国两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
务， 尤其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3
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努力建设高素质高效能参政党地方组
织。

3月26日，全国政协委员、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在郴州市政协常
委会议上传达了全国两会精神。徐自强表示，
要按照新修订的政协章程对委员履职尽责
提出的明确要求，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以人
民为中心履职尽责，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
水平，以过硬本领书写好政协履职答卷。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深入各地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以过硬本领书写政协履职答卷

湖南日报记者 吴晓华

3月下旬，在长沙拜会上官兴，年近八旬
的他依然是口若悬河，思维敏捷。

他说，湖南日报与他有缘，曾多次报道过
他。第一次是1972年，他在长沙湘江大桥中
提出双跨缆吊施工方法， 创造了64天完成1
万吨构件吊装任务的奇迹。但因其“黑五类”
出身，他被作为工人师傅的“徒弟”接受采访，
且化名“方兴”。第二次是1988年，广东九江
大桥通车，湖南日报送他一个绰号“桥痴”。第
三次是1989年五强溪大桥建成典礼。他临危
受命， 首创斜拉贝雷式钢拱架上砌箱形预制
块的新工艺，使湖南这座跨径最大、难度最大
的拱桥提前15天建成， 时任省领导高度赞扬
了他的卓越贡献……

他注定为桥而生
上官兴一生充满传奇。 父母均是江西省

公路局的高工。1957年他报考了中南土木建
筑学院，1962年毕业后就留在了湖南。1967
年， 他被派到茶陵浣溪大桥工地“接受再教
育”。当时一场暴雨冲倒了桥墩围堰，工程遇
到瓶颈。 上官兴提出了桥梁界很少用的空中
吊装法施工， 取得了全国第一座多孔双曲拱
桥无支架施工的成功。

1972年，他在长沙湘江大桥通航孔设计
中提出8x76m双曲拱双跨缆吊施工方法，一
举扬名。 这一成果被日本土木工程界赞誉为
中国上世纪70年代桥梁建设的杰出代表。他
因此于1985年荣获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科技
专家”称号。

1998年退休之后，他依然活跃在国内路
桥界。

2001年， 湖南永连公路上的天子山桥，
上官兴提出“钢管砼桁式索拱桥”的新构思，
是世界上首例拉索组合拱新结构。

2003年，上官兴借调到江苏苏通长江大
桥建设指挥部。他提出“P.H.P专用泥浆全孔
换浆”新技术，实现了120m超长桩的零沉淀，
提高桩承载力10%； 他建议直接用钢护筒做
钻孔桩施工平台的创意， 节省施工钢材达
6000吨。

2013年，江西吉安“深圳大道铁路高架
桥”因横跨3条铁路并遇墩底下串珠式溶洞而
停工。吉安方面紧急“借用”上官兴救火，这一
借就是5年。如今，大桥左幅即将通车，他创新
的“Φ15m超大直径波纹钢围堰挖孔空心桩”
和“2x65m波形钢腹板PC箱梁顶推”两项新
技术，正准备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不唯创新而创新
对于上官兴来说，创新是他的生命。每一

次挑战，都是机遇；每一次机遇，都成就了创
新。但他不唯创新而创新，而是兼顾了工艺技
术、成本效益等来考量。

2004年上官兴作为特邀专家在审查广
州新光大桥桥型方案时， 力排众议建议将
设计的人行道移至拱外， 将提篮拱优化平
行拱， 节省费用3000万元；2008年担任广

州珠江黄浦大桥专家 ， 提出利用大桥
MSS625设备并改用分块浇筑的方法可将
中国移模跨径推进到80m的方案构思，深
获好评。

对桥梁的痴爱，严谨治学的精神，是上官
兴成功的重要因素。 为解决城市桥梁的预制
拼装困难，他采用波形钢腹板单箱多室PC梁
500吨整体吊装，源自高铁“提、运、吊一体
机”设备；他的超大直径波纹钢砼围堰机械挖
孔空心桩技术， 来自北方集水井的实践……
他所有的执着与努力， 都是为了桥梁的完美
问世。

2015年，他76岁，湖南联智桥隧技术有
限公司聘其为首席桥梁专家，并成为《长沙市
引进紧缺急需和战略型人才计划》2015年第
一批领军人才中的一员。

对于规划设计中的长沙北横线（铜-靖）
湘江特大桥，上官兴更是下足了工夫。经过两
年多思考，他提出4大创新建议：1.水中桥墩
实现无承台空心桩施工；2. 钢桁梁采用新型
HM-RPC变厚预制桥面板；3.1147m钢桁梁
中300米通航孔北斗高精度定位实时监控空
中智能顶推；4. 北横线双层引桥采用单箱四
室波腹PC梁500吨整体吊装。 这些建议对提
高工效、节约成本具有重大意义。2月26日，长
沙市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特聘上官兴
为技术总顾问，并召开创新研讨会，大家对他
的创新建议表示高度肯定。

“桥痴”上官兴：

生命不息 创新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