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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余旭华）13日上午， 长沙高新区举行2018年第
二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6个，投资
总额24亿元。本次6个签约项目，投资主体既包
括上市公司，也包括产学研成果转化的创新型
企业；项目内容涉及产业领域包括以军民融合
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产业，以大数据、电子商务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新能源和
节能环保等园区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

6个项目中，泰豪军工集团将在高新区建
设泰豪军工长沙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将泰豪
军工集团中部地区军民融合板块进行整合，

扩大产能，上马“150软质输油管线系统”“机
场清扫、除雪、除冰装备”等重大项目，总投资
10亿元，用地规模240亩，项目建成后预计实
现年产值15亿元。

近年来，长沙高新区创新招商引资模式，
通过成立招商、项目建设、两帮两促3大领导
小组服务项目， 分别负责从项目的洽谈到开
工、从开工到竣工投产、从投产到营运3个方
面的工作； 发挥招商合作局、 重大项目投资
局、长沙信息产业园、创业园4支招商队伍的
力量；成立3个招商工作站：北京站———主要
面向央企和移动互联网企业； 上海站———主

要面向世界500强、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深圳
站———主要面向民营企业和港资企业。

今年以来，长沙高新区共聚焦跟进重点项
目65个，已有30个项目实现成功签约，签约项
目总投资额超400亿元。其中，杉杉能源将投资
200亿元建设10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
基地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尹邦勇

“我每生产一平方米的集成墙板，就能拯
救4棵10年树龄的大树免遭砍伐。”6月15日，
位于洞口县经济开发区的湘木豪廷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家装展示厅内熙熙攘攘， 前来参观
订货的顾客川流不息。

该公司负责人罗述祥坦言， 自己先后投
身水泥、锰矿、采石场等行业，虽然当时为工
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对环境保护是背负了
欠账的。

2017年，罗述祥毅然放弃了熟悉的水泥

行业， 投资2000余万元， 创办了这家集生
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环保材料
生产企业。 为了开发绿色环保新型装饰材
料，他跑遍周边省份、行程近两万公里，开展
细致的市场调研，并与好友、湖南师大高分
子实验室主任苏胜培教授进行反复分析论
证。“县里招商引资倡导绿色环保，又有现成
的厂房，还3年免租金，服务周到。绿色环保
的新型装饰建材必然是大趋势大潮流。”罗
述祥介绍，目前，该公司拥有7条全自动生产
线，其生产加工的竹木纤维集成墙板年产量
达120万平方米。

近年来，洞口县按照“不招商引亏、不招

商引污、不招商引害、不招商引悔”的招商原
则，明确“面向产业龙头项目、面向产业龙头配
套项目、面向有核心技术的制造业项目”的3个
招商重点，实现了招商引资向招商审资并逐步
向招商选资的转变。凡是有利于本地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盯住不放，千方百计予
以引进；凡是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对本地
环境、生态、资源破坏的项目，坚决予以拒绝。

2017年，该县经济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稳
健增长，已基本形成农产品(食品)、电子信息、
新型建材、鞋帽足球四大主导产业。全年完成
技工贸总收入146亿元，同比增长9.5%；完成财
政收入1.38亿元，同比增长8.2%。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事件】
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1976年开

始， 湖南有些地方开始突破人民公社三
级所有、队员为基础的体制，自发进行改
革的零星探索。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
通知。在中央文件精神的引导和外地榜样的
带动鼓舞下, 湖南各地农村改革开始启动，
创造和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1年10月 ,湖南省委提出，农村工
作重点要放在完善、 稳定农业生产责任
制上， 全省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
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 到1981年
底， 全省有95%的生产队实行了以大包
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
农村改革形成高潮。到1983年底 ,全省实
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99.8%。
【亲历】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
论》 创刊词中就洞悉： 世界什么问题最
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
联合的力量最强。

时光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吃饭
对于复苏后的中国仍是一等一的大事。
1981年，我省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 标志着农村公社集体经济的瓦
解， 当吃饱穿暖的渴望与激发的农民力
量碰撞，会有什么样的超常社会反应？

当年32岁的肖敦山，感受到的是一
股激流在周身发热流淌。

2018年6月10日，芒种过后，正是晚
稻插秧的时候，站在承包近40年的1.6亩
水田边，浏阳市金刚镇岳西村农民、如今
已69岁的肖敦山又开始准备犁田了。

1981年，岳西村当时为金刚公社云
岩大队，是典型的山里村庄，两边环绕青
山，中间狭长的是田地，村民们把不多的
水田看成安身立命之本。

老人的记忆中，那年是分水岭：前，
就是与饥饿和贫困较量；后，就是吃穿不
愁住新房了。1969年， 家中连份像样的
订婚礼都拿不出， 肖敦山和同村的另一
位小伙子相约去攸县修铁路，2年后，两
人回来，分别拿着辛苦钱娶妻生子。

“回来后，就跟着社员们一起劳动，从
早上8点到晚上6点挣工分，犁田、挑粪、收

割……别人每天拼命挣10分，而我是拼死
挣12分，成为村里的挣分能手。”从1972年
老大出生到1980年， 每两年一个孩子，一
张张嘴在增加着肖敦山肩头的重量。

“每年工分能换500公斤稻谷，家中
老人孩子节约着吃，基本够，但仍旧穷得
丁当响。”

1978年， 肖敦山当上了红旗组组
长，管理着70户300多口人。

一场划时代的农村变革此时也悄然发
生，1978年12月，石破天惊，安徽凤阳县小
岗村“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好么？”记者问。
“好得不得了呀！”聊到这次变革，肖

敦山的眼睛依旧闪烁出激动的光芒。
红旗组分田到户的责任自然落在

了肖敦山身上，那段时间他特别忙，忙着
丈量组里田地， 按照田地里收成好坏再
区分，然后依据各家各户的人口，以每人
4分田分配，把村里100多亩稻田分成了
70份，由各家“相”各家的责任田。

“都看中一块地，吵起来怎么解决？”
“我们组就采取把相中的地对半划

开，向阴的就多划些，向阳的就少划些，
然后两家再抓阄，这样就解决了。”

那时分田分地，各地都有着各自的土
办法，不过农民们感到，对于土地，他们开
始有自主权了。 水田归了各家后，20多天
里，山地与林地也都有了各自的归属。

农民们升腾起了希望。1982年早
春，田地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家家户户
都抢着种下早稻，7月收割，再种晚稻。

“分田到户，吃饭问题不愁了，1982
年， 我们家早晚稻一共收了2000多公
斤，上交完集体150公斤，刨开吃饭，还
有富足！”肖敦山笑说着。

“多的粮食怎么办呢？”
“养猪呀，每家都养三头猪，一年出栏

两次，夏季出栏就付了孩子们的学费，冬季
出栏就过年、买稻种，余下的就存着盖房。
分产到户5年后，我们家就盖了新房，村里
家家户户都一样。靠着这田地收成，我把4
个孩子送入大学， 去年底， 最小的孩子成
家，我就落得一身轻了。”肖敦山笑着说。

这场被誉为“自土地革命后第二次
生产力大解放”的变革，带来了农村翻天
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一轮变革，让农民富
足，田野富庶，仓廪殷实。从此，三湘大地
迎来了一片五谷丰登美好前景。

6大项目落户长沙高新区
投资总额24亿元

吃粽子、插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戴五色
线、喝雄黄酒……每逢农历五月初五，形式多样
的端午节民俗在全国各地上演。 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发展的缩影， 端午节民俗在新时代丰富多
彩又不失神韵地演绎， 传承与彰显着民族精神
与文化自信。

家国情怀
屈原投江殉国， 九死不悔； 伍子胥伸张正

义，刚烈不屈；勾践卧薪尝胆，务致国强；曹娥投
水救父， 刚毅壮烈……端午节起源与几位历史
人物有密切关系， 这些人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道德关怀和人伦情感。

而今，端午节更多地被说成“起源”于营救和
纪念屈原。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说：“将端午
节与屈原连接起来，意在表达对于祖国的忠诚，体
现了民众对于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的认同。”

不少专家学者建议， 当前有必要不断挖掘
端午节文化内涵， 将端午节民俗活动与中国精
神的培育结合起来。传统文化学者李汉秋说，端
午节是传统节日中富有刚健气息的节日， 弘扬
屈原的人格节操和家国情怀，举办各种层次、各
种规模的端午诗歌朗诵会、端午诗歌大赛，既合
传统又合时宜。

天人和谐

驱邪避毒是端午文化内核的另一个重要取
向。

《礼记·月令》说，仲夏，阴阳争，死生分，君
子斋戒。端午节，仲夏时的这个节日，正当“五毒
醒不安宁”。智慧的先人们选定了一些相应的活
动来面对、契合这个重要关口：端午节时，人们
要戴五彩线、挂艾蒿、喝雄黄酒、制五毒符、吃五
毒菜等等，以期留住和发扬一切祥瑞，避免一切
不好的事物发生。

端午节是中国人对于自然时间认识的智
慧体现。民俗专家刘魁立说，在中国的时间文
化体系中，形成了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
月七、 九月九等奇数节日构成的节日序列。到
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端午节已经成为中国人一
年时间生活中地位最重要、节俗内容最丰富的
几个节日之一。此后千百年，端午节作为中国
古代时间文化的一部分，不断传承发展，节俗
内容越来越丰富，影响远播于日本、朝鲜、越南
等地。

“端午节将自然中的阴阳与身体、生命观念
有机结合， 由此生成的文化走向人和自然和谐
共生。”林继富说。

文化自信

有统计显示，在中国56个民族中，半数左
右拥有属于自己的端午节。 比如彝族都阳节，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及金沙江沿
岸等地流行。在节日这一天，每家挂上菖蒲和
艾叶，孩子们用雄黄酒擦脸，青年男女包好粽
子，在山间草坪唱歌跳舞尽情娱乐。

由是观之，端午节习俗传承是古老和现代
的统一，时代与地域的交融。

在信息化时代如何持续传承和振兴端午
文化？民俗专家沈建东建议，将端午节文化修
养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和必修课，同时运用新
的呈现方式让人们了解体验， 让端午节成为

“记得住的乡愁”。
林继富说， 在全球化时代弘扬端午文化，

要在继承端午节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彰显端午节所蕴含的
中华文化自信力。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苏原
平）由腾讯体育主办的特步企鹅跑第4站
16日在长沙橘子洲公园开跑。5000多名
跑友参与这场以“企鹅跑，聚好玩”为主
题的路跑活动。

“过去举办的国际性或全国性马拉
松赛事，偏竞技。企鹅跑融合了音乐等多
种时尚元素，大家在一起开心跑步，给人

感觉很热闹。” 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说：
“个性化的活动更能吸引群众参与，这
也为‘健康湖南’在全省的开展提供了
参考，我们需要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订
制各种形式的活动。”

据悉， 特步企鹅跑还将在深圳、厦
门、成都、哈尔滨、青岛和北京等城市陆
续开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在第24个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来临之际，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发布一份评估报告警告说， 土地退化将
在未来30多年里给全球带来23万亿美
元的经济损失， 而立刻采取行动则可以
挽回大部分损失。

今年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的主
题是“土地无价，值得投资”，呼吁全世界
重视土地退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并立刻投
资修复。 公约发布的这份评估报告说，至
2050年， 土地退化将导致全球经济损失
23万亿美元，但如果采取紧急行动，投入
4.6万亿美元就可以遏制土地退化势头。

“企鹅跑”长沙开跑
5000余跑友狂欢引爆橘子洲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土地退化带来23万亿美元损失家国情怀·天人和谐·文化自信
———从端午文化看民族精神传承

洞口县：“四不”招商结硕果

1981年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范围铺开

6月16日， 双峰县井字镇生机村水稻高
产示范基地， 农民在田间开展病虫害治理。
夏收在即，当地农民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田
间后期管理和病虫防治，力争粮食丰收。

李建新 摄

病虫防治夺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