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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见习记者 何梦君 吴广 张璇

“岳阳精神就是洞庭天下水的‘心胸广’、
岳阳天下楼的‘站位高’、团湖天下荷的‘官廉
与民和’。 ”7月29日上午，岳阳市第42期“巴陵
名师讲堂”在君山区开讲，著名历史学者、北
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教授蒙曼主讲“荷与和”“莲与廉”。 她将
“荷与和”“莲与廉”文化，同先忧后乐、团结求
索等岳阳精神有机融合， 为党员干部及市民
呈现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课。

荷与和———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讲座中，蒙曼旁征博引。 她认为，梅、兰、
竹、菊与荷花都是第一流有品格的花。“出淤
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的荷花德高在于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荷与和”的关系首
先在于“荷”与“和”谐音；其次荷花有和谐的
特性，荷花与水、泥、叶、果、虫、人都能和谐相
处；“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传统文
化在于梳理传统文化中应该存在、必须存在、
且有长久存在价值的精髓。

一直以来，蒙曼不遗余力地讲历史、讲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讲座中，她说传播优秀文化
的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梳理，而不是传播。

梳理什么呢？ 传统文化构建于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 而我们现在是后
工业时代了，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留下来，有些
东西不可以留下来。 如果传播一些不好的东
西，就会让人对传统文化丧失信心。 所以，她
觉得在传播之前最要紧的工作是梳理。

谈及文化和旅游如何结合， 蒙曼认为，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应该是旅游和文
化结合的最好状态。 看洞庭湖时会想起李白、
杜甫、孟浩然的诗句，想起千百年来范仲淹对
天下的思索，能由山水想到文化，头脑和灵魂
在旅游时被激发，这就是最好的旅游状态。

莲与廉———
“以‘莲’的品质，坚守‘廉’的初心”
“中国古代莲花其实与廉洁无关，却与爱

情有一致性。”蒙曼语惊四座。她认为，中国人
以莲比喻佛教，“看取莲花净， 方知不染心”，
这是佛教的追求， 后来演化成为中国人普遍
追求。 廉洁也是清俭，是独立高洁，不与人同
流合污。 欧阳修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
维不张，国乃灭亡。 ”廉是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知廉知耻才是君子。

来岳阳讲“和”与“廉”，是基于一种对当
下中国社会现实怎样的关切？ 面对记者的提
问，蒙曼说，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巴陵讲堂有
这样主题，但是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大事，社会
要和谐，官场要清廉。

蒙曼称，“莲”是“花中君子”，而官员也应

该善当政治生态中的“君子”，才能从思想的
根子上祛除“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随大流
式”思想，主动担当作为，真正做到“心不动于
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方能以“莲”
的品质，坚守“廉”的初心。 而普通人也应该做
到正直方正、保持操守。

岳阳精神———
“站在岳阳楼上观天下”

怎么看君山区的特色———“团湖天下荷”这
样一张生态名片？蒙曼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岳
阳早就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洞庭天下水、岳阳天
下楼、团湖天下荷。 她觉得这个很好，自然的有
了， 人文的也有了。 岳阳是个底蕴很深厚的城
市，很多人不见得来过岳阳，但很多人都知道岳
阳， 所以岳阳的文化底蕴和湖湘文化的特点是
最重要的。 从自然的角度讲， 湖区有湖区的性
格，湖区有湖区的产业；从人文的角度讲，岳阳
不是一座新兴的城市， 而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
城市，而且是一座站位很高的城市。

站位在哪里呢？ “站在岳阳楼上观天
下。” 蒙曼认为， 岳阳精神是胸怀天下、 官廉
民和。 只有形成这样的政风民风，只有每个人
心里至清至和， 才能表现出悠远的香气。 讲
座中，蒙曼认为，将“荷与和”“莲与廉”文化同岳
阳精神有机融合， 这不仅是岳阳市廉政教育
形式的一种创新， 更是推介岳阳城市文化品
牌的一张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施泉江
通讯员 杜伟 王帅

“让人刻骨铭心，一辈子都难忘，意义
非凡！”“八一”建军节前夕， 谈起第一次跳
伞的经历，胸戴“跳伞标兵”勋章的大学生
士兵易杜告诉记者， 那才是他真正意义上
的“成人礼”。

2015年9月， 易杜从衡阳师范学院投
笔从戎，走进绿色军营，来到了享有“上甘
岭英雄部队”称号的空降兵部队。

湖湘自古出英雄， 这个怀揣着英雄梦
的湖南汨罗籍青年， 初到练兵场便被眼前
的场景震撼住了：战机铁翼漫卷，战车轰鸣
疾驰， 火炮剑指长空……火药味十足的实
战化训练让易杜大开眼界， 也让他更加坚
定了建功军营的抱负。但不久后，一次前所
未有的挑战让他心生怯意。

高空跳伞是空降兵必备的一项战斗技
能，也是新兵训练的“重头戏”。面对这个高
难度的训练课目， 连游乐场里的过山车都
未坐过的易杜打起了“退堂鼓”，尽管班长
和战友们不断为他加油鼓劲， 但他始终没
有迈过心里的那道坎， 并逐渐开始对自己
产生怀疑。

随着跳伞日的临近，连队专门组织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茶话会。连队的几名老班长相
继上台讲述自己第一次跳伞的经历和感受：
心里忐忑连夜失眠、 打电话向朋友诉苦、被
指导员单独“约谈”……聊起这些跳伞前的
尴尬经历，老班长们都毫不讳言。紧接着，指
导员深情讲述了汶川大地震中空降15勇士
的英勇事迹，告诉大家身为军人，任务就是

命令，使命是就是荣耀，只有平时练就过硬
的军事本领，才能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挺身而出。老班长和指导员的真情表露让易
杜吃了颗定心丸，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
成为一名合格的空降兵。

接下来的日子里， 易杜和战友们互相
帮扶、互相勉励，一起在摸爬滚打中提高动
作标准。当升空跳伞来临的那天，易杜勇敢
地跃出机舱，不仅圆满完成了首跳，还因为
表现英勇被评为“跳伞标兵”。

“第一次跳伞虽然充满坎坷，但正是在
这个过程中我突破了自身极限， 完成了从
学生到军人的精彩转身， 收获了我人生真
正意义上的‘成人礼’。 ”易杜告诉记者，在
他眼里，军营是座大熔炉，也是个大舞台，
只要在这里奉献青春、挥洒汗水，不论兵龄
长短、职别高低，都能拥有一段精彩人生。

新兵下连后不久， 旅里组织“同心筑
梦”主题合唱比赛，易杜大学时学的是音乐
学专业，听到消息后便主动请缨，担任全营
的教唱指挥员。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丰
富的舞台经验、较真的工作态度，他带领全
营官兵一举拿下合唱比赛的冠军， 不仅让
连队战友们刮目相看， 还成为了旅里小有
名气的文艺骨干。

前不久， 记者在野外驻训地见到易杜
的时候， 他正忙活着参加旅里组织的新闻
报道员集训。“想把连队战友们的训练生活
放到网上，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军营练兵备
战的火热氛围。 ”易杜向记者坦言，初次接
触这条新战线，期间遇到了诸多困难，但每
当看到自己的稿件被采纳发表， 他都会感
觉一切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翔） 无人机、 无人车等无人系
统技术和产业经过前期发展后， 正面临新
一轮的激烈竞争。 为响应国家军民融合战
略和“一带一路” 倡议， 第一届中国长沙
无人系统高峰论坛今天举行， 300余名专
家聚会星城共谋行业长远发展。 论坛上，
长沙市无人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宣
告成立， 这是我省该领域首家联盟。

无人系统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不断发
展， 特别是随着军民融合的推进， 无人系

统装备的研发和应用将进入快车道， 市场
潜力巨大。 本次论坛聚焦突破近中期无人
系统高机动、 高效能、 海陆空多栖、 安全
管控等关键技术和应用痛点， 邀请了中国
无人系统行业百余家企业高管、 高校以及
科研机构专家相聚长沙， 分享各自的进展
与成果， 探讨中国无人系统的发展趋势，
以期共同推动无人系统未来在各个领域的
应用。

此次成立的长沙市无人系统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由7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于振宇)近
日， 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党组
成员、副主任方亦兵（副厅级）涉嫌受贿罪
一案，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株
洲市人民检察院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

告人方亦兵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
告人方亦兵，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 株
洲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方亦兵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收受
请托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于振宇)记者
从株洲市检察院获悉，近日，株洲市人民检
察院依法对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原党组成
员、副厅长谢立以涉嫌受贿犯罪决定逮捕。
谢立涉嫌受贿一案是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

据悉， 该案系省监察委成立以来移送
检察机关的第一起厅级干部职务犯罪案
件。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大学毕业当兵去

易杜： 青春在伞花中绽放

第一届中国长沙无人系统高峰论坛举行
我省首家无人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香远益清“莲”精神
———著名历史学者蒙曼解读岳阳“团湖天下荷”

湖南检察机关
对方亦兵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株洲市检察院
对省环保厅原副厅长谢立决定逮捕

武警湖南总队开展
军地卫生应急演练

湖南日报8月1日讯（通讯员 戴海鹏 张添柱
记者 施泉江）启动抗洪救灾应急响应机制，下
达救灾防病工作紧急动员令……7月31日，记
者在武警湖南省总队首次组织开展的军地卫
生应急骨干联合培训演练现场看到，湖南省市
两级卫生计生委、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人
员，以及武警湖南省总队卫生处、总队医院共
计200余名专业骨干， 模拟湖南省2018年洪涝
灾害卫生应急案例，全方位展示了自然灾害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军民融合是现代后勤建设的重要抓手和
保证。 武警湖南省总队卫生处负责人黄晓晶介
绍，总队主动与省卫生计生委、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等地方卫生系统协调对接， 在协调联
动、信息沟通、技术协作、培训交流、联合处置
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