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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孙敏坚）
5月25日，中建五局技工学校内，来自全国
各地的砌筑项目“种子”选手，正在紧张地
备战“世界技能大赛” 砌筑项目全国选拔
赛。为他们上课的砌筑“老师傅”是年仅23
岁的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管理员
邹彬。

邹彬砌墙速度不仅快，质量更高：横纵
两向的砖块缝隙可控制在1厘米内。凭借这
点，他在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中
获得了优胜奖， 实现了中国在该组项目中
零的突破。

“对高技能人才的职称评审标准要打
破‘唯学历’‘唯资历’束缚，以真本事论英
雄。”省人社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皮
阳文介绍说，受益于此，初中学历的邹彬直
接获得了技师的称号。

截至去年底， 全省技能人才总数为
44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28万人，与湖
南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相比， 还存在一定
的缺口。在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的引领下，全
省人社部门努力破除技能人才培养的“条
条框框”，培育“湖湘工匠”，助力“湖南制
造”。

在职称评审上， 劳动部门聚焦新技术

新技能新工艺运用，世界、全国和省级技能
大赛项目和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
项目， 对表现突出的优秀技能人才“开绿
灯”，如：对获省级一类竞赛前三名和省级
二类竞赛第一名的人才，核发技师职称；对
已取得技师职称的人才可核发高级技师职
称。

此外， 我省不断创新技能人才激励表
彰和技能竞赛机制，通过举办“湖南省技能
大师”和“湖南省技术能手”评选表彰活动，
打造具有湖南标签的“技能大师”品牌。截
至去年底，全省共评选了35名“湖南省技能
大师”和417名“湖南省技术能手”。依托这
些“高精尖”的技能人才，我省还成立了一
批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
室， 为产业工人和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提供
“学技能、学先进、练本领”的平台。

到2017年底，我省已建成国家级和省
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77个， 技能大师工
作室91个，重点产业技能人才实训基地30
个，校企合作研修平台30个，涉及全省重
点行业、特色行业、支柱产业的技术技能传
承推广和技能人才培养。今年，全省拟新建
国家级和省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13个，
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

才聚芙蓉国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阳望春

一名高位截瘫的90后女孩， 在今年4月24
日全省扶贫工作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成
为省委书记杜家毫点赞的全省6位扶贫先进典
型之一。

继去年成为“湖南省自强模范”和全省“百
名最美扶贫人物”后，5月16日，她又获得“向上
向善湖南好青年”荣誉称号。

她，就是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杨淑亭，以伤残
之躯，投身伟大的扶贫事业，书写了瑰丽的青春
传奇。

“我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废人”
杨淑亭是城步白毛坪乡歌舞村人， 一个美

丽善良的苗族姑娘，2009年大专毕业后， 当时
18岁的她进入医院成为一名护士。 正当她憧憬
着美好的未来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造成她5
条肋骨断裂，胸椎7、8、9节爆裂性骨折，胸部以
下高位截瘫。2011年4月上手术台那天，正是她
20岁生日。

为了给她治疗，家里欠下30多万元债务，变
得一贫如洗。

躺在家里一间黑黑的小木屋里， 杨淑亭无
数次想过自杀。在亲友开导、榜样激励和乡亲们
关怀下， 杨淑亭逐渐走出阴霾。 她在日记中写
道：“我要做花开不败的女人， 要比完整的人活
得更精彩。”

2012年10月，在闺蜜帮助下，杨淑亭学会
了用电脑做淘宝客服和游戏代练。一个月下来，
赚了7.7元钱。这笔微不足道的钱，却像一支火
苗，重燃她生活的勇气：“原来我也能赚钱。我坚
信自己不是一个废人！”

从此， 她挺着还留有2块钢板和9颗钢钉的
背部，坐在电脑前，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和并发症
带来的折磨，一分一分、一角一角地赚钱。收入
越来越多，终于，她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2013年， 杨淑亭和朋友开起了服装淘宝网
店，朋友进货发货，她打理网店。生意不温不火，
但积累了不少经验。

2014年，杨淑亭看到仿真花在国内外市场
热销， 便和残疾人朋友开了一家仿真花工艺品
淘宝店。这一年，她赚了40多万元，帮家里还清
了所有债务，并主动向村里申请脱贫。

“带着乡亲们一起勤劳致富”
初夏时节，万物繁茂。走进白毛坪乡歌舞村

杨淑亭家， 房屋周边被各式各样的仿真花
装扮得花团锦簇。在紧邻住房新修的“万红
花业”仿真花制作车间里机声隆隆，给闭塞
的小山村带来了别样的生机。

这是杨淑亭创办的歌舞村迄今唯一的
工业企业。

歌舞村地处大山深处， 村民收入来源
少，贫困人口多。受伤后的杨淑亭更是体会
到贫穷的可怕。做电商成功后，她的内心深
处产生强烈冲动：“带着乡亲们一起勤劳致
富。”

2015年5月，杨淑亭在工商部门注册了
城步万红花卉生产专业合作社， 由卖仿真
花转向专业生产仿真花。 她和家人在屋边
修建了简单的厂房，购置了生产设备，招收
了20多名村民当工人；与周边200多户贫困
家庭签订合作协议， 为他们提供仿真花半
成品，他们在家里进行手工组装，合作社再
回收和销售。当年，她就帮每家创收1万元
以上。

今年60岁的李红贞是村里建档立卡贫
困户，老伴患有老年痴呆，身边离不开人。
杨淑亭创办“万红花业”后，李红贞在家里
边照顾老伴边组装花卉， 每月能赚2000多
元。

2016年初，在县有关部门支持下，杨淑
亭在县城周边和白毛坪乡设置了10多个花
卉组装代理点。在这些“扶贫车间”里，共有

400余人参加花卉组装， 月收入2000至4000
元。

办实体不是一件易事。为了获得更多订
单，杨淑亭拖着伤残之躯，赴全国各地参加
交易会，拓展业务。2016年10月，杨淑亭去
陕西宝鸡参加订货会，坐了20多个小时车，
人差点要休克了，可她坚持参加业务洽谈。

“尽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万红花业”的成功，员工与贫困户的笑

脸，让杨淑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她在日记中
吐露心声：“我感觉不是为了自己而活，更是为
了社会、为了员工、为了家庭，更多的是责任。”

2016年11月，杨淑亭“走”出大山，在城步
县城工业园区内，创办了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主要生产外贸商
品足球、背包、仿真花等。杨淑亭取名“七七”，
以纪念最初上网赚的7.7元钱， 提醒自己不忘
当年创业的艰辛。

杨淑亭说：“我的家乡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我创办公司、 扩大生产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我
想尽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杨淑亭说到做到。这一年，其公司利用国
家扶贫小额信贷资金200万元，对口帮扶建档
立卡贫困户40户共148人，每户当年分红5000
余元。

现在， 七七公司一共安排了600多人就
业， 其中205人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9人为
残疾人。

今年50岁的肖明辉，自小患小儿麻痹症，
属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7月，肖明辉听说七七
公司董事长是个残疾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
参加招工面试， 没想到杨淑亭满口答应了。现
在， 他每月能赚2500元左右。 肖明辉满意地
说：“我在这里干活很开心。”

杨淑亭得到了商务部和省、市、县各级各
部门的鼓励和支持， 其企业办得红红火火。去
年，公司外贸出口额达685万美元，产品畅销
亚、欧、美。

今年4月，杨淑亭和股东投资100万元，在
儒林镇白云村建设一条箱包生产线，准备招收
村里10余名贫困户务工， 将利润主要用于帮
助村里贫困户脱贫。杨淑亭表示，公司今年的
目标是带动1000名贫困群众脱贫。

前不久， 杨淑亭受邀参加邵阳市扶贫大
会。她在会上信心满满地说：“我的公司和我的
扶贫事业一定会越走越远，我一定会成为一枝
盛开在轮椅上的铿锵玫瑰！”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邓玲

大雨、暴雨、大暴雨，5月下旬以来，三
湘大地雨水频发且声势浩大。

潇湘雨水为何如此“功力深厚”，气象
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充足的源源不断的水
汽、 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和马蹄形地形的放
大效应。

5月29日开始， 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在
湖南拉开序幕，30日为过程降雨最强时
段，长沙几乎下了一整天的雨，雨水绵绵不
断，且声势不减、后劲十足，仿佛可以下到
天荒地老。实况统计显示，29日8时至30日
8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其中
娄底市和芷江、东安、邵阳等县出现暴雨；
省内共84个乡镇暴雨，12个乡镇大暴雨，
最大值为168.2毫米，出现在芷江侗族自治
县牛牯坪站。

暴雨为何频发？
气象专家认为，首先是因为“原料”充

足，有充沛的水汽作为支撑。水汽的来源，

分别是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把海上
水汽向内陆地区搬运的东南季风， 湖南正
好处于这两股暖湿气流的交汇带上， 自然
特别能够“呼风唤雨”。

除了“原料”充足，迅速升高的气温也
是“神助攻”之一。湖南雨热同期，雨季也是
气温迅速升高的季节，白天升温快，能量蓄
积，蓄势待发，傍晚开始，高空气温下降，与
地面的温差逐步拉大，云层上冷下热，大气
层结就变得不稳定起来，于是，低层较暖的
空气上升冷却，凝结成雨，倾盆而下。

此外，湖南东、西、南三面山地环绕，逐
渐向中部及东北部倾斜， 形成向东北开口
不对称的马蹄形地形。 这一地形放大了温
差，让冷暖气团之间的运动更加频繁，变成
一辆动力十足的“洒水车”。

气象部门提醒，5月31日至6月1日，湘
西南还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 需加强
防御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和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
内涝。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凌波 唐亮）“我作为留美人员，
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
的伟大事业之中。”今天，湖南天雁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引进的涡轮增压器首席技术专
家许承博士对记者说，去年，衡阳实施“人
才雁阵”行动计划，使他如同大雁归巢，增
强了归属感。据介绍，许承博士自去年作为
省级领军人才引进衡阳后， 致力实现汽油
机涡轮增压器国产化， 去年至今年5月中
旬， 天雁汽油机累计实现装机近7万台，取
得阶段性成就。

近年来，衡阳市委、市政府出台新的人
才政策。今年4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试行）》，正式启动“人才雁阵”行动计划，
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同
时, 实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
培育、紧缺拔尖人才集聚、青年人才培育和
名家名匠铸造4大人才工程， 通过项目资
助、生活补贴、资金奖励等方式，引进和培
育该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紧缺拔尖人才、技能人才和行业领

军人才。今年4月中旬，该市组团参加第十
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103人达成
初步引进意向,其中，博士研究生7人、硕士
研究生45人。

针对人才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资
金和风险难题， 衡阳市建立人才创新创业
政策支持和风险补贴机制。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团队（人才）向各类创新平台购买科技
创新服务， 给予每家企业或团队每年最高
20万元补贴。 对高层次人才创办的企业，
由于市场和政策因素导致经营困难的，每
月给予人才个人或团队带头人1万元生活
补贴。

同时， 衡阳市还创新人才引进工作机
制。 对为该市引进人才作出突出贡献者给
予绩效奖励。从今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不
少于1亿元的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对该市经
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国内外顶尖人才团队
给予最高1个亿的综合资助，让人才“大雁
归巢”。据统计，衡阳“人才雁阵”行动计划
实施以来，全市已引进各类人才1.2万余人,
其中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60余
人。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中
央文明办发布5月“中国好人榜”，全国共有109位
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湖南的周圣恒、彭水明、
石门县义务为重病学生上门送教的教师群体、文
正辉、谢兵辉上榜。

周圣恒2007年发起社区公益巡演， 在老百
姓中开展文艺表演、文明宣传，并推动成立郴州
市创文志愿者协会。近4年来，他拿出自己的积蓄
投入到这项公益活动中， 组织了200多场活动。
株洲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会长彭水明， 从2004
年至今，和伙伴们一起踏遍株洲各地，挖掘、整理
出了不少宝贵的文史资料，并走进学校、走上讲
坛，传播本土历史与文化。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
校10位教师，自2017年9月起，每周轮流为重病
学生杨帆义务送教，让花季少女的生命之光重新
点亮。周圣恒、彭水明和石门县的教师群体获评
为“助人为乐好人”。

老年丧子，孙儿年少，儿子生前还欠下60多万
债务。面对这种困境，益阳市赫山区虎形山社区60
多岁的文正辉，选择了打工替儿子还债，9年来还债
34万元。 她的诚信举动让一些债主也为之感动。文
正辉获评为“诚实守信好人”。

湘乡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谢兵
辉，2012年、2013年接连被查出肺癌、宫颈癌，为
了不影响办案，一直坚持工作。25年来，在她主审
的3000起案件中，无一起超审限案件，无一起当
事人上访案件，无一起改判案件。她获评为“敬业
奉献好人”。

通讯员 夏建军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5月18日，在衡山县江东乡养殖大户李东
方的养殖场内， 一头头大肥猪在栅栏里欢快
地进食。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走低，但是
李东方仍一脸笑容：“在政府的指导下， 我从
去年下半年开始根据行情减少存栏量， 这一
波猪肉降价我起码减损6万余元。”

李东方是江东乡的“名人”，不仅因为他
是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户， 还因为他曾经有
过上访的经历。几年前，李东方因村里财务账
目收支不明等问题多次上访， 成了全县闻名
的“上访专业户”。2012年，李东方带领其他上
访人员冲击县、乡政府，被判入狱3年。

由于长年累月上访，家里不仅积蓄花光，
还欠了一屁股债。李东方入狱期间，全靠年迈
的父母种点小菜养家糊口。“一年到头肉都舍
不得吃……”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李东方后悔
不已。

李东方刑满释放后， 时任衡山县委副书
记的蒋青（现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得知他曾
有养殖经历，便来到他家中与其促膝长谈。耐
心听完李东方的倾诉后，蒋青告诉他，你当年
反映村里的问题引起了县委、 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 如今都已得到解决。“但是你自己的脱
贫致富问题还没解决好。”

“你有养殖技术，我有信心帮你把家里的
经济搞上去， 你愿意改变吗？”“我愿意！”从

此，蒋青与李东方结成了帮扶对子。
在蒋青等县、乡干部的帮助之下，李东方

搞起了养猪场。畜牧水产部门送来了猪苗、农
资公司送来了饲料、 江东乡与环保部门帮忙
建设了污水处理系统……李东方也每天守在
猪圈，一心扑在养猪事业上。

凭着一股韧劲，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李东方的养猪事业越做越好，生猪存栏量最多
时有近600头。如今，李东方不仅把欠的20多万
元债务全部还清，还花10多万元扩建猪场。

前几天， 有想上访的村民打电话邀约李
东方一起上访。 他严肃地说：“今后上访的事
就不要再找我了， 我也真诚希望你们别再做
傻事，反映问题按程序直接找政府，多想想脱
贫致富的路子才是正道！”

从一名上访专业户转变为养猪专业
户，李东方尝到了创业生活的甜头。他说：
“如今，自己的贫困面貌、精神面貌彻底改
变了， 要带着村民加油干， 一起过上好日
子！”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贺蓓）近日，韶山特高压换流站迎
来年度检修，站内电气装置上下插满测试
光纤与电线，通过光纤与电线另一头所连
接的仪器施加测试电量，装置形成各类信
号，特高压直流输电的控制和保护性能有
无问题一目了然。这台带有测试电量的仪
器是国网湖南电科院研发的特高压检修
“新武器”———直流控保现场测试仪， 此次
是首次成功应用于“实战”，填补了直流控
制保护现场检测技术国际空白。

直流控制保护系统是特高压直流输
电系统的“大脑”，直接决定特高压运行
性能，但高压直流输电特有的测量装置，
如光电式电流互感器、 零磁通电流互感
器等结构复杂， 国内外已有检测技术难

以对光电式电流互感器等装置施加测试
量， 因此直流控保系统现场检验一直处
于空白状态。 国内曾发生过数起特高压
及高换流站检修后直流控保系统发生保
护误动故障的实例， 极大影响特高压线
路安全运行。

为破解这一全球性技术难题，2015年
国网湖南电科院成立了科研“突击队”。国
网湖南电科院是我省电力系统技术支撑单
位， 拥有约300位科研人员， 其中博士79
人。经近3年科研攻关、历数百次实验及现
场反复论证，“突击队” 终于成功研发了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直流控保现场测
试仪”，该仪器可现场模拟各类光电式电流
互感器直流特有测量信号， 从而将直流控
保现场检验变为现实。

轮椅上的铿锵玫瑰
———记90后残疾姑娘、我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杨淑亭

月桂聊天

潇湘雨水倾盆下

衡阳“人才雁阵”引众“雁”列阵
已引进各类人才1.2万余人，国家级、省级领军

人才60余人

培育“湖湘工匠” 助力“湖南制造”

特高压检修有了“新武器”
国网湖南电科院研发成果填补直流控保现场

检测技术国际空白

花甲老人
9年替儿还债34万元
5人（组）登上5月“中国好人榜”

江东“名人”遇“贵人”
老百姓的故事

小鸟争“地盘” 乐趣在其中
5月29日上午，衡东县霞流镇大泥塘村，蓝喉蜂虎（下）与翠鸟为了争夺枝头“地盘”

进行“较量”。近年，每年的5月至7月，该县霞流镇、高湖乡都会有蓝喉蜂虎前来繁衍栖
息。据当地村民介绍，目前生活栖息的蓝喉蜂虎有20只左右。 黄跃 摄

� � � �杨淑亭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摄

东南季风结伴孟加拉湾气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