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张福芳）昨
天，2018“中国互联网+装配式建筑”创业创
新大会和娄底市政府装配式建筑产业专场
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现场签约项目16个，总
投资41.98亿元。

这次活动由娄底市政府和北京定荣家科
技有限公司主办。据介绍，发展装配式建筑产
业，是娄底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举措， 该市将其列入
了政府重点推进的“1+5”千百亿产业集群。

活动现场，娄底市政府负责人对该市打
造“互联网+装配式建筑”品牌城市优势进
行了推介。娄底境内有涟钢、冷钢等大型钢

铁企业，有海螺、华新等上市水泥企业，可为
装配式建筑产业提供价廉物美的原材料。同
时，娄底已有定荣家、湖南建工、三一筑工、
远大住工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今年5月15
日，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
展的通知》， 在生产要素配置、 项目资金扶
持、工程设计规划等方面给予实质性支持。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装配式建筑全产业
链是集投融资、科研、设计、钢结构加工及部件
部品生产、施工、装修一体化，以实体为主体的
产业链。下一步，娄底将从装配式建筑产业类
别、配套供应、配套服务、物流运输、人才培养5
个方面发力，全力打造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

产业项目涌三湘

娄底举办装配式建筑产业专场推介会
现场签约项目16个，总投资41.98亿元

“恐龙的食物”湖南首秀
全球野外数量一度不足1000株的德保苏铁亮相省植物园

5月17日，湖南省森林植物园，
德保苏铁。 曾桂梅 摄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彭炜 ）省森林植物园今天举行了“走
近植物国宝———中国特有珍稀濒危植物”
公益讲解活动，公众得以一睹银杉、珙桐等
国宝级植物的真容， 特别是国家一级保护
植物、 中国特有的国宝级植物———德保苏
铁，今天也首次在园内公开展示。

德保苏铁外形细长，高近两米，基部粗
壮的茎上分出数根长长的细枝，不同于一般
苏铁的挺直坚硬，德保苏铁身姿摇曳，乍看
像是一竿竿细翠竹。苏铁类植物是现存最古
老的种子植物，是恐龙时代的植物、恐龙的
食物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德保
苏铁分布区狭窄，仅自然分布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德保县扶平乡的一片
石灰岩山坡上。与
其他苏铁相比，
这种苏铁
身上保留

了更多原始的特征，科研人员推知，德保苏
铁大概有三亿八千万年的历史了。

但是， 经历数亿年幸存下来的德保苏
铁，却一度因人类活动而导致野外种群数量
逐年锐减，全球野外种群数量一度不足1000
株。不过，近年来，德保苏铁通过人工繁殖成
功进行了野外回归，整体数量有所回升。

省森林植物园植物引种与信息管理研
究所所长牟村介绍， 去年省森林植物园引
入了3株德保苏铁，科研人员在科研温室里
为它们提供了适应的环境， 今天是首次移
出温室向公众进行展示， 之后又将重回温
室。 他表示希望通过德保苏铁在湖南的首
秀，让更多的人了解、保护濒危植物。

省森林植物园表示， 目前正在建设大
型展览温室， 建成后将把德保苏铁定植在

温室中，与其他珍稀濒危植物一起
长期向公众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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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5月20日，第二十八次“全国助残日”。5
月17日，轮椅上的周统带着她的“互联网”故
事，来到了我省2018“互联网＋助残”公益合
作协议签约暨2018年电商助残扶贫专项行
动启动仪式的现场。省残联与58集团公益中
心合作，将复制周统的“互联网＋助残”就业
模式。周统非常开心，向50多位即将迎来与
她一样就业机遇的残疾兄弟姐妹发出一句
倡议：“每个人的价值都独一无二，加油！”

李克强总理点赞
让周统声名远扬

“每个人的价值都独一无二，互联网平
台更让每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展示。”

今年3月12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
时，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58
集团CEO姚劲波向总理介绍，湖南株洲一位
高位截瘫的农村妇女周统，去年7月加入“58
同镇”网站平台后，不仅月收入可以养活全
家，还帮助许多村民找到创业机会。听了周
统的就业故事后， 总理说出了上面肯定的
话，不仅为周统，同时也为每一位普通劳动
者点赞。

周统的重度残疾并不来自先天，而就在
不久的3年前。2015年7月， 因家里的房子漏
水，当时36岁的周统与丈夫一起，抬着石棉
瓦上房顶补漏。不小心脚下一滑，周统从3米
多高的房顶摔了下来，胸椎受伤导致高位截
瘫，胸部以下失去知觉，肢体一级残疾，以后
都不可能站起来。

生命还正值美好， 却瞬间变了颜色。周
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她还是在家人的陪
伴下走过那段艰难的日子，挺了过来。

“我还能干什么？”严酷的现实摆在她面
前。

“你还能做很多！”当各级残联组织纷纷送
来关怀的时候，她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株洲云
龙示范区残联对周统家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丈
夫为她订制了电动轮椅，出入实现自由、生活
也能基本自理的周统慢慢恢复自信。

2016年4月， 经云龙示范区残联的推荐，
周统参加了针对残疾人的“云客服”培训，第一
次接触网上客服。经过15天的培训，周统原本

开朗的性格被唤醒，培训后，她开始为网上服
务平台打工，也结识了许多残疾人朋友。

2017年7月，周统成为了“58同镇”株洲
荷塘区仙庾镇的站长，仙庾镇为她在家设立
一个工作室，从此，她爱上了这份工作。

互联网乡村时代
迎来简单美好的日子

“58同镇”是58同城“乡村版”，每个乡镇
配备一名站长负责运营，站长通过手机APP
客户端向本乡镇发布招聘信息、农产品交易
信息、生活服务类信息。

“让生活简单美好”，属于58同城的宣传
语，此后也属于了周统。

周统开启了用一部手机打天下的神奇
经历。仙庾镇有31个村、社区，2.7万人口。为
了让自己的站点“活”起来，最初一段时间，
收集电话成了全家人的工作， 丈夫出门做
事，每到一个地方就去收集电话；女儿在学
校或者放学途中，总会留意；连读小学四年
级的儿子，也帮着要同学家长的电话。慢慢
地，周统微信好友上升到8000多位，建立了
38个微信群，覆盖了仙庾镇所有的村组。

手机和微信将周统与乡村生活串连起
来，一个以互联网交织的平台产生了不可思
议的力量，点燃了周统，也让乡村生活有了
新变化。

早上5点开始工作， 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
左右才上床睡觉， 这就是周统繁忙的一天，一
台电脑、三部手机满负荷运转，周统将仙庾镇
各类需求、便民信息，发布到“58同镇”和微信
朋友圈，还及时回复各类询问信息。

谁家有土特产要推销、有闲置物品要卖
出去、锁坏了要换……村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求助周统，让她帮忙发布信息，解决他
们的需求。

2017年8月，帮助云田镇一老农把1.5万
公斤的橘子销售一空，人们就见证了周统的
平台能量的强大。

“那天，我开着电动轮椅出去溜达，到仙
庾镇上，和正在卖柑橘的老奶奶和老爷爷聊
天，听他们说家里的柑橘卖不出去，只能靠
着四处赶集卖一点， 好多柑橘都烂在了地
里。听到后，我就暗暗想，要在‘58同镇’发布
信息，帮助两位老人家。第二天我就开着电
动轮椅来到他们家里，路上花了2个多小时，

还遇到大雨，淋湿了衣服，没顾上自己的身
体，拍了些照片在平台发布，短短四五天，1.5
万公斤橘子全部卖光了。”

“真没想到，神奇的互联网，不但让我居
家就业， 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周统笑着
说。

今年5月13日， 看到一位老人在镇上蒿
子粑粑不好卖， 周统帮着老人在网上“吆
喝”，没想到第二天，老人的蒿子粑粑销售一
空……

帮乡里乡亲做点事情， 对周统来说，是
满满的成就感。

不幸会夺去许多
奋斗能找回更多精彩

因为成绩出色， 周统获得了“58同镇”
2017年度创新奖，2018年1月，她坐着轮椅出
现在“58同城”年会领奖台上，事迹感动了许
多人。

58集团CEO姚劲波就在此时认识了周
统。了解到她的故事后，启发了这位互联网

“大佬” 瞄准互联网助力残疾人就业的新空
间，也有了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以“互联
网＋”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建议》和随之与湖
南方面合作协议的落地。今后，将有更多的
重度残疾人，像周统一样实现互联网就业。

现在周统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不
但可以自食其力，还能满足两个孩子的日常
开销。

没有互联网， 周统的日子会黯然失色；
没有勤劳和热爱工作的周统，再好的互联网
平台，也将是黑屏一个。有段时间因为坐轮
椅的时间太长，没有及时躺着减压，周统得
了褥疮，最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就这样她还
拿着手机不停地发布信息、回复微友。

2017年9月的一天， 周统去邻村的一个
村民家里，教一位老太太用智能手机，回家
路上，由于山路崎岖不平，她电动轮椅的前
胎爆了， 更不妙的是周统的脚卡在轮胎里
边，只能打电话向丈夫求助。等丈夫赶到，周
统已疼得满头大汗，被丈夫一路埋怨一路推
回家。

奋斗换来的幸福比蜜甜。 如今的周统坚
信，当被不幸夺去了很多，依然可以靠奋斗换
回更多的精彩。5月4日，2018年“湖南好人”4
月榜单揭晓，周统入选“敬业奉献”好人。

孙存准

前不久，回乡下老家探望父母，发现村
里的许多家庭一改祖祖辈辈留下的老传
统———烧柴煮饭做菜，代之以煤球或罐装液
化气。 我觉得十分新鲜， 便不解地问父亲：
“这屋前屋后都是树木，砍柴容易。为啥要花
钱买煤球或罐装液化气？” 父亲回答：“现在
不一样了。‘守着青山不烧柴’， 就是为保护
青山绿水出一份力。”

确实，抬眼四望，只见群山葱郁，满目生
机。因为大家不再砍柴烧柴，山上的树木疯
长，小时候上山放牛、砍柴走过的山路都不
能走人了。据村里人介绍，如今，山里的黄鼠
狼、狐狸、老鹰、野猪等野物都回来了……老
话说得好，油多不坏菜，树多养水土。如今，
一年四季看不到砍柴割草的农民，山上的树
木多了，水土流失明显减少，过去那种“十年
九旱”的岁月已成了老黄历。

遥想当年，村民们认定“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每年一入冬，山上都能见农民上山砍
柴、挑柴、运柴，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堆满了
成捆成捆的柴火，整个山头被砍得像个癞痢

头。一味地向大山攫取，结果是弄得“十年九
旱”，可谓是“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如今， 大多数农民家里用上煤气灶、电
饭煲，烟熏火燎的烧柴灶退出了舞台，农民
省下砍柴工夫跑运输、忙种养、搞“三产”，经
济上有能力用上省时省力的清洁能源 。过
去，农村一烧饭就“满屋烟、一身灰”；如今，
不少家庭的屋前屋后种上了花花草草，乡里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整洁利索了。

老家生态环境正以超出我们想像的方
式发生着变化， 而这种变化折射出来的，是
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朴素的村民，或许对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还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但他们同城
里人一样，痛恨雾霾天气的危害，期待能彻
底改善垃圾乱堆、 臭水横流的人居环境。因
此，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包含着对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生活环境的追求。

可见，只要环保意识、生态环境理念深
入人心，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就会变成一
种强大的自觉行动。 这种自觉行动一旦形
成， 就能为建设美丽乡村汇聚起强大的力
量，让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成为现实。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沙兆华）“同
一片蓝天下， 他们用耳朵感知外面的世界，
用双手触摸文字的温度。他们，就是我们的
盲人朋友。”昨天上午，“听见美好生活，我为
盲人读本书”大型公益活动举行。

此次活动由省残联、省教育厅、湖南广
播电视台共同举办。

据悉，我省有65.1万视力残疾人，由于视
力障碍，他们在阅读上存在许多困难。为了
满足盲人朋友渴望阅读、 学习知识的愿望，
“我为盲人读本书” 公益活动于今年四月启

动，活动开展以来，已吸引了1000多名社会
爱心人士踊跃报名参加，大家纷纷为盲人朋
友讲励志故事，勉励他们自强不息，实现人
生梦想。

活动现场，知名的残障人士和省内广播
电视节目主持人现场深情朗读，为省特教中
专、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视障同学带来一
场听觉盛宴。

“我是坐在轮椅上播新闻的主播。”湖南
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梁艺朗读了原创作品《面
对逆境， 应抱以更开放的心态》。“生活本就

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也常常失望与希望交
替前行，保持永不懈怠的姿态，一步步坚定
走下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彻悟的人生道
理。” 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着与命运抗
争和重获美好的故事，让人动容。

文化是改善残疾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
分。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肖红林表示，未
来， 省残联将推进“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
程”，继续开展好“我为盲人读本书”“我为盲
人说电影”“文化助残音乐会” 等公益活动，
丰富广大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湘时评

有感于老家“守着青山不烧柴”“每个人的价值都独一无二”
———获总理点赞的重度肢残人周统的故事

“我为盲人读本书”大型公益活动举行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通讯员 向祖轩）
近日，省委组织部出台了21条措施，明确各
级驻村办及派出单位在驻村帮扶工作中的
管理责任，层层压紧压实责任。

文件就省、市、县三级驻村帮扶中的管理
责任提出具体要求。按照规定，省派驻村办要
切实担负起对全省驻村帮扶工作的宏观指导
责任。及时掌握省派工作队履职情况，办好示
范培训班， 对履职不到位的驻村干部进行约
谈或召回； 认真抓好对全省各级驻村队伍选
派工作的调度指导， 实现对全省建档立卡贫
困村和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一村
一队”全覆盖；以“四不两直”为主要方式，对
全省各地开展驻村帮扶、 结对帮扶等情况进
行督查抽查，及时发现整改问题。

市州驻村办要切实担负起对区域内驻
村帮扶工作的指导推动责任。加强对区域内
驻村干部扶贫业务的培训，帮助提高实际工
作能力；将督查、抽查和暗访相结合，定期或
不定期对本区域内驻村工作队的履职情况、
作风建设和工作成效等进行督促检查；加强

工作调度和情况交流，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县市区驻村办要切实担负起对县域内

各级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直接管理责任。落实
以县为主的管理要求，把省市县三级工作队
全部纳入管理范围，建立管理台账；组织工
作队开展扶贫理论、政策和实际操作业务培
训；明确驻村干部考勤管理和请销假报批程
序，杜绝挂名、走读现象；开展县域内各级工
作队的全覆盖走访，对存在问题的及时约谈
提醒或召回调整；科学制定驻村帮扶考核指
标体系，每年年底前组织全面考核，结合日
常考核情况，形成考核结果、列出问题清单。

文件还明确，各级工作队派出单位要切实
担负起驻村帮扶工作的后盾保障责任，坚持驻
村帮扶与单位其他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推进、
同考核；切实做到项目、资金、责任“三个捆绑”；
按照“尽锐出战”要求选优配强驻村队伍，并全
面了解掌握工作队履职情况；定期对工作队项
目资金、工作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内审；为驻村
干部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保障，注重优先选
拔使用表现突出、素质优秀的驻村干部。

我省出台21条措施

压紧压实驻村帮扶管理责任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邓鸿鹄 ）18日， 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
据：2017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63690元， 同比增长9.4%。其
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5994元，同比增长
9.7%。

各行业中，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3个行业
是金融业99320元、卫生和社会工作业87879
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1785
元，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56倍、1.38倍和
1.28倍。此外，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6个行业年平均工
资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年平均工资最低的3个行业是农林牧渔
业37936元、住宿和餐饮业39158元、采矿业
47119元，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60%、61%、
74%。 我省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为
2.0，差距比上年略有扩大。

各类单位中， 股份合作单位年平均工
资数额和增速均居第一，年平均工资73087

元，同比增长14.0%；国有单位、股份有限
公司紧随其后， 年平均工资分别为73061
元、72423元， 同比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 。 年平均工资最低的是联营单位 ，仅
39730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62.4%，同时，
联营单位平均工资同比下降3.5%， 增速也
为全省最低。

我省四大区域中，长株潭地区城镇非私
营单位年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三大区域，
达到74174元；大湘西地区、洞庭湖地区、湘
南地区分别为57215元、55643元、55396元。

2017年我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63690元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陈薇）今
天，由中央美术学院、长沙师范学院主办的
“百年辉煌 风流潇湘———中央美术学院湖
南校友作品展” 在长沙师范学院美术馆开
幕。此次展览共展出包括中国画、油画、雕
塑、版画、设计、动画等各个艺术门类的作
品近百件， 展出的作品以学成归湘从事美
术创作的央美湖南校友为主， 兼顾了在外
地工作的湖南籍校友， 展现了一个多元化
美术教育体系下的校友风采， 尽显潇湘才
子的风流气韵。2018年，中央美术学院迎来
百年华诞， 该展览是这些湖湘学子为母校
献上的一份生日贺礼，展览将持续至5月27
日结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现场举行了《百年辉煌 风流潇湘———
中央美术学院湖南校友作品集》 首发式。据
了解，20世纪央美校友在湖南工作的很少，
比较早期的有詹鸿昌、陈行、胡抗、黄珂等，
该作品集内收录到年龄最大的是出生于
1929年的校友陈西川。21世纪初的前10年，
湖南众多60后、70后学子纷纷进入央美，或
进修访学，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如坎勒、
李少波、罗湘科、朱力、周功华、卢雨、党朝

阳、郁涛、石劲松、黄礼攸等，他们与20世纪
八九十年代毕业的校友如段江华、蔡东等一
道成为湖南美术的重要力量。21世纪初的后
10年，80后、90后湖南学子考入央美本科、
研究生的数量倍增，这些校友学成返湘就业

的越来越多，为今天湖南美术事业的发展注
入了青春的活力。据悉，该作品集共收录在
中央美术学院学习过的，拥有毕业或结业证
的进修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访问学
者等湖南校友138人，作品近600件。

“百年辉煌 风流潇湘”
中央美术学院湖南校友作品展在长开展

5月20日下午， 长沙师范学院美术馆， 观众在参观美术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