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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983年3月24日， 以时任省长孙国治

为团长、时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万达为副
团长的湖南省友好代表团一行7人， 应邀
赴日本滋贺县参加两省县缔结友好关系
签字仪式。期间，两省县正式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湖南省和日本国滋贺县缔结友
好关系议定书》。

湖南省与滋贺县的友好关系， 是湖南
省级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 缔结友好关系
后，两省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药、
环保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亲历】
作为日语翻译， 今年77岁的湖南省中

国国际旅行社原总经理吴石关曾全程参与
了湖南省与滋贺县的“联姻”过程。在他看
来，这是个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一家名为滋贺贸
易的日本服饰企业在洞庭湖周边地区采购
苎麻做原材料。企业负责人细谷卓尔参观完
洞庭湖的“潇湘八景”后，发现与家乡琵琶湖
的“近江八景”有共通之处，当时的洞庭湖正
逐渐暴露出水质污染、 洪水泛滥等弊病，与
琵琶湖曾经的“伤痛”过往也如出一辙。

于是，细谷卓尔向滋贺县政府部门提
出“与湖南交朋友”的建议。在中华全国总
工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牵线搭
桥下，1981年下半年， 湖南省与滋贺县开
始“谈恋爱”。

“‘谈恋爱’期间，两省县的人员往来
十分密切。”吴石关回忆说，湖南派出22名
研修生赴日本研修学习， 滋贺县的政界、
经济界和日中民间友好团体等也经常来
湖南参观访问。“几乎每个月都有滋贺县
的客人到访。”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沟通和对接，双方决
定正式签署缔结友好关系议定书。在报经中
央同意后，1983年3月24日， 湖南省友好代
表团踏上了从上海飞往日本大阪的飞机。作
为随团翻译，吴石关也一同出访日本。

从大阪市到滋贺县厅所在地———大

津市，代表团一行人乘坐的是新干线。
“当时别说高速铁路，湖南连条像样

的高速公路都没有。”吴石关说，所以，当
代表团一行坐上宽敞舒适的新干线向着
目的地飞驰而去时，那种震撼和触动还是
很大的。“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国家
也能拥有这样舒适快捷的火车呀？” 吴石
关笑着说，“你看，35年后， 我们中国已经
有了更快更舒适的高铁！”

因为双方“联姻”是以湖为“媒”，日方
便别出心裁地将签字仪式安排在了琵琶
湖中一艘名叫“密西根”号的游览船上。25
日，时任湖南省省长孙国治和时任滋贺县
知事武村正义分别代表两省县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湖南省和日本国滋贺县缔结友
好关系议定书》上签字，双方还互赠友好
旗，开启了两省县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代表团一行参观
了滋贺县的工厂、 学校和普通民户家等，
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而最让吴石
关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在琵琶湖治理方面
的做法和经验。

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约占滋
贺县1/6的面积， 是近畿地区1400万人的
供水水源地，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生命
之湖”。上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高速
增长，琵琶湖的环境也遭到严重的污染与
破坏，水质下降，赤潮、绿藻时有发生。也
正是从那个时期起，日本国和滋贺县加强
了对琵琶湖的综合治理和公害防治工作，
如在上游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中游
疏浚河道，减少污染；下游重点节约用水；
湖周围加强水质检测，防止环境污染等。

吴石关还清楚地记得去到环湖地区的
一户农户家中参观。“那家的主妇告诉我们，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对琵琶湖水质的污染，她
们会自觉选择不含磷的洗衣粉、洗衣皂等洗
涤用品。”吴石关说，代表团的官员们都听得
很认真、记得很详细，这些做法对于湖南治
理洞庭湖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4月4日，代表团一行返回长沙。“我们的
访问结束了，但湖南与滋贺的友好交往才刚
开始。如今，35年过去了，两省县‘热恋’的故
事仍在继续。”吴石关老人深情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6月16日，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
11时许，朱欣旭的手机响起：沪昆高速转

京港澳高速(殷家坳互通)匝道出口发生货车侧
翻交通事故，车载的29吨疑似危险化学物品大
量散落，请立即参与紧急处理工作!
� � � �“收到！马上出发！”这位湘潭市环保局环
境监察支队稽查大队大队长答得非常干脆。

半个小时后， 朱欣旭赶到了事故现场。经
过检测， 倾倒物为腐蚀性化学制剂———铬酸
酐。此时正值晌午，燃点仅40度的铬酸酐粉末
极易燃烧，而直接用水冲洗，又会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朱欣旭当机立断，用锯木灰对铬酸
酐进行临时覆盖隔离，再进行转运清理。经过
近4小时的奋战，15时许，事故现场基本处理完
毕，高速公路恢复顺畅通行。

这样的应急救援， 在朱欣旭26年的环保工
作生涯中， 不知有过多少次。“我是当兵出身的，
应急事故现场就是我的战场， 向前冲是我们唯
一的姿势。”朱欣旭说。1992年，他退伍转业进入
湘潭市环保局， 从保家卫国的战场换到了污染

防治的战场上。身份变了，心态却始终如一。他持
续保持“向前冲”的姿势，奋战在环保第一线。

中材湘潭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8亿
元，年产水泥200万吨，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但
由于在去年的环保督察中不过关，企业被勒令
停产整顿，而朱欣旭的工作是对企业的整改工
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环保部门不是企业的对立面。你们的环保
设施搞好了，环保税也会有所减免。再说了，工人
工作舒心了，周边居民没意见了，一定会为企业
带来更大、更绿色的效益。”朱欣旭耐心地做通企
业相关负责人的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春节过后，企业启动整改工作。那段时间
里， 朱欣旭每隔两三天就要跑一趟中材水泥。
帮助企业争取环保支持资金、梳理环保设施改
造的“关键节点”、优化完善环保整改方案……
朱欣旭的付出，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刘嘉看在
眼里，“有些感动，也有些佩服。”

“朱队长既坚持自己的原则，对于需要整
改的重点环节绝不退让；也会替我们考虑实际
承受能力， 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社会效
益。”刘嘉说，石灰石是水泥的主要原料，工厂

的堆场每天有近万吨的石灰石堆放，产生大量
扬尘，周边老百姓意见很大。朱欣旭经过考察
论证，建议企业设计一个顶棚加以遮盖，花费
不多，却解决了大问题，周边树木灰蒙蒙的叶
子又露出了绿色。

经过5个多月的停产整改，目前，中材水泥
已经完成整改，近期可以恢复生产。

对于积极整改的企业， 朱欣旭出谋划策；
对于拒不配合的企业，朱欣旭也绝不手软。

今年5月的一天，市环保局接到群众投诉：
位于雨湖区的湘潭湘鑫乡环保保温材料有限
公司在停产整顿期间竟然偷偷开工生产。朱欣
旭和同事们迅速赶到现场， 果然抓了个正着。
面对朱欣旭他们的正常检查，该企业负责人态
度强硬，企图阻碍执法。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不要一错再
错！”朱欣旭沉着应对，并及时打电话申请公安
介入，第一时间控制住了企业负责人。随后，公
安部门按照《环境保护法》及“两高”关于环境
污染犯罪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该名负责人处以
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有效震慑了类似的环境
违法行为。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历程

1983年③———
“联姻”滋贺：

湖南有了第一对省级友好城市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孟姣燕 徐
亚平）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2018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
将于7月22日在平江县开幕。

本次红色旅游文化节主题为“伟人故里
激情山水 红色平江”， 包括开幕式和6项配
套活动，即“红动神奇大湘东”万名党员追寻
革命足迹自驾平江行、“重走父辈路”百名将
军后代扶贫行、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商
品创意大赛、 红色教育主题夏令营活动、主
题摄影采风活动和幕阜山旅游扶贫联盟启
动仪式等系列活动，亮点纷呈。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已连续
成功举办14届。今年是第15届，由省旅发
委联合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委党史
研究室和岳阳市政府共同主办。

“平江是红色旅游资源大县，今年恰
逢平江起义90周年，为纪念90年前发生的
这一革命壮举，更好传承和发扬好红色基
因，决定将本届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式放
在平江举办。” 省旅发委副主任郭固权介
绍，红色旅游文化节与重大革命历史事件
纪念活动相结合，将形成叠加效应，进一
步扩大湖南红色旅游的知名度。

发布会上，中国（湖南）首届红色旅游
商品创意大赛启动， 面向全社会征集能
够体现湖南和平江特色的红色文创旅游
商品。 参赛内容以湖南省内4A级以上红
色景区、 平江红色主题博物馆等资源为
设计指向，包括海报、标志、包装、插画
等，征集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1日，投稿
邮箱hongchuangdasai@163.com。

伟人故里 激情山水 红色平江
2018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7月22日开幕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孟姣燕 徐
亚平）“同一座天岳，同一个梦想”。记者今
天从在长沙举行的平江旅游推介会上获
悉，湘鄂赣5市20县旅游主管部门达成《湘
鄂赣天岳幕阜山旅游扶贫联盟共识》，将
打破行政“三分地”界限，共建共享，打造
天岳幕阜山区域一体化的旅游扶贫合作
格局。

天岳幕阜山脉始于洞庭，止于鄱阳，绵
延于湘鄂赣3省边境。2017年5月， 岳阳、九

江、咸宁、宜春和黄石5市20县联手成立了
天岳幕阜山全域旅游示范新区。近日，经湘
鄂赣20县旅游主管部门共同商议， 再度达
成天岳幕阜山旅游扶贫联盟共识： 将天岳
幕阜山旅游扶贫联盟秘书处设立在平江
县， 联络处设立在江西修水县、 湖北通城
县，明确联盟将统一制定方案，申报国家扶
贫产业立项，统一编制总体脱贫攻坚计划、
统一设计精品旅游线路、 统一推进交通互
通网络等10项任务。

《湘鄂赣天岳幕阜山旅游扶贫联盟共识》发布

以“向前冲”姿势奋战在环保一线
朱欣旭：

长沙重启“桑拿模式”
7月3日傍晚，长沙市步步高梅溪湖新天地广场，市民在喷泉旁游玩享受清凉。当天起，长沙开启“桑拿模式”，最高气温将升至36℃，市民外出要

注意防暑降温。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通讯员 罗文明 张金干

喷水冷却，清理废物，拖运报废车辆……7
月3日10时至13时， 沪昆高速西往东方向雪峰
山隧道内，一片忙碌。

一夜无眠的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
公司邵阳管理处处长张四平带领团队，正在对
事故现场进行最后的清理，确保当日13时实现
隧道全面恢复通车。

7月2日18时39分，沪昆高速公路西往东方
向雪峰山隧道K1373+445M处发生车辆追尾
起火事故，这是我省高速公路迄今发生的最严
重的隧道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
公司邵阳管理处及时组织、协调各路救援力量
进行事故处置和现场救援，创造了事发后人员
“零伤亡”、财产损失低的奇迹，为隧道事故救
援提供了范本。

半小时安全撤离351人， 做到
“零伤亡”

沪昆高速公路雪峰山隧道， 穿雪峰天险，
跨邵阳、怀化两市，全长7039米，双洞并行，是
我省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由湖南省高速公路
建设开发总公司邵阳管理处管护。

7月2日18时34分，沪昆高速西往东方向雪
峰山隧道K1373+445M处（隧道中部，属于怀
化地段），一辆超长大货车突然停在行车道上。
在洞外不远处的邵阳管理处雪峰山桥隧管理
所监控室，密切注视屏幕的当班监控员张芳第
一时间发现这个情况。她随即用广播喊话警告
车主，并要求他赶快驶离。

但是，该货车并未驶离（事后得知出了故
障）。情况紧急！张芳马上通过信号系统提醒行
车道禁止行驶，并广播呼叫，接着通知路政、交
警、维护班和邵阳管理处监控中心。

大约4分钟左右， 一辆驶入洞内的大货车

忽视了信号和广播警示，追尾故障车并刮擦其
油箱。瞬间，两车起火燃烧。

隧道内发生火灾，因烟雾大、能见度低、温
度高、有害气体多，给人员逃生和救援带来极
大困难。若有车辆不断驶入，后果将不堪设想！

时间就是生命！张芳立即启动火灾应急预
案，通知相关单位和负责人，雪峰山桥隧管理
所监控大厅随即更改隧道信息指示器信息、封
闭隧道，并开启隧道风机吸排烟雾。同时，利用
隧道广播系统反复喊话，提醒已进入隧道内的
司乘人员留下汽车钥匙、放弃车辆，赶快逃离
隧道。

雪峰山桥隧管理所所长李东胜，立即召集
正准备吃饭的养护和应急人员赶赴现场，并通
知怀化市洪江市和邵阳市洞口县的消防和交
警部门到达现场。 大家立即封洞关闭交通，出
动4台依维柯进入隧道救人。

邵阳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及时
报告邵阳、怀化两市及洪江、洞口两县市政府，
张四平、李群辉等管理处负责人带队到现场组
织和指挥抢险救援。

李东胜等第一批救援人员进入现场后，引
导滞留人员往隧道口和应急通道撤离， 安排
老、弱、病、残人员乘坐救援车辆撤离。不到半
小时，在火势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安全疏散、
转移351人；对隧道内滞留的37辆车(5台客车、
14台货车、18台小车)进行了检查和管控。除事
发时追尾驾驶员受轻伤外， 隧道内再无1人伤
亡，也无1名无关滞留人员。

通宵达旦奋战，保道路尽早畅通
7月2日19时40分许，洞口县消防大队、怀

化安江消防大队先后赶到事故现场。
洞内浓烟滚滚，温度很高。消防官兵戴着

防毒面具，冒着高温，摸索着靠近现场，利用隧
道内的消防栓和消防水源， 轮番进行灭火。到
21时20分许，火势得到控制，明火基本被扑灭。
这时才知道，火势大的一辆车装了数十吨的纸
筒，因此烟雾还是很大。

为防止复燃，消防和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一
直值守现场，不间断喷淋被烧车辆和货物。

明火被扑灭后，邵阳管理处立即组织清障
施救、抢修和更换隧道被烧设施，高速交警、路
政、养护、施救等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力
争以最快速度抢通道路。

7月3日凌晨1时许，为疏散被堵车辆，雪峰
山隧道西往东方向借道单向放行。 凌晨3时20
分许，双洞恢复通行。这距离封闭隧道已经过
去近9个小时， 坚守在现场的每个人身上、脸
上、衣服上、鞋上都沾满了油灰，衣服成了“烟
熏装”。

7月3日10时，邵阳管理处与高速交警商定
方案，开始清理现场货物、尘土和事故车辆。事
故车辆为赣CN5140的装纸皮货车和追尾的冀
CD1664装矿渣车。至13时，现场清理完毕，西
往东方向恢复双车道通行。

11年磨一剑，锤炼隧道救援硬本领
据悉，这次事故，是2007年雪峰山隧道通

车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严重交通事故，幸亏应急
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张四平表示，整个事故处置做到了应急反
应迅速、组织指挥得力、措施得当、处置快捷，
事故损失降至最低。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记者了解到，从雪峰
山隧道通车至今， 邵阳管理处连续11年组织

“雪峰使命”隧道应急综合演练，目的就是强化
责任、磨练队伍、熟悉程序、检验机制、加强协
作，当好“雪峰卫士”。演练时，路政、交警、养
护、隧道管理所、收费站等单位和部门，全员参
与，进行一人多岗的培训演练。张四平说，在此
次救援当中，各部门协调、配合默契，充分体现
出演练的成效。

除此之外，硬件设施准备充分也对救援提
供了很好的支撑。雪峰山隧道广播系统、信号
系统、消防系统和风机等正常工作，特别是保
证了隧道10多个小时的消防和清障用水，作用
不可小看。

打了一场“零伤亡”的漂亮仗
———沪昆高速雪峰山隧道严重交通事故处置纪实

7月3日， 嘉禾县新麻地村温泉探采结合1号井工地， 温泉探采结合1号井顺利竣工
出水。 该井成井深度为2532米， 井口出水量117立方米每小时， 经水质检测， 偏硅酸
和锶的含量达到了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 温泉探采结合1号井于1月探采施工， 6
月完成钻采、 洗井、 抽水试验等工序。 黄春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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