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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雨鑫

金秋时节， 永州市阳明山
脚下的永州舜农糯高粱种植专
业合作社制种基地， 火红的高
粱穗随风摇曳， 泼洒成红色的
海洋。

脸堂黝黑的鲁茂祥 ,目光慈
祥地端详着珍珠般饱满的穗粒，
仿佛凝视着自己的孩子。

40多年来， 这个朴实的农
民育种家在山水田间奔忙， 让
农民群众种上了高产、 优质的
糯高粱。 他选育的新品种在全
国推广1000多万亩， 被人们誉
为“永州大地上的袁隆平”。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周彪

近日，走进坐落于南城的长沙职教基地，
秋光明媚，书声琅琅。

占地1103亩的长沙职教基地，拥有长沙
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
术学校、 长沙财经学校、 长沙市电子工业学
校、长沙艺术实验学校、长沙汽车工业学校等
6所学校。基地的建成，不仅一改入驻学校之
前办学条件的落后面貌，更因“综合开发、资
源共享”的独特管理模式，而成为湖南职教的
一张名片。

资源共享成就多赢
在这里，6所学校现代化的教学楼、设备

先进的实训楼鳞次栉比，却又共享着图书馆、
体育馆、运动场、宿舍、食堂等公共资源。

“图书馆、运动场等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统
一建设，不仅不重复浪费，还给各个学校的教
学和实训腾出了更多的空间。”长沙职教基地
协调办负责人戴伟军介绍。

然而“资源共享”说起来简单，却是最难
做好的一件事情。

最初摩擦时有发生。 以学生宿舍分配为

例，在楼层高低、距离教学楼、食堂、运动场远
近等问题上学校和学校之间难以达成共识，
而运动场、体育馆也存在时间相冲突、人员混
合管理的矛盾。

经过一番深入调研和集思广益， 协调办
确定了以“商量”为宗旨，把管理服务变为协
商服务的工作思路。“有事多商量, 有事要商
量,有事会商量”成了“热词”。

单是学生包餐价格， 协调办工作人员就
召开了多个听证会，反复论证，民主决策。在
公共区域管理方面，实行错时管理，比如学校
作息时间实行错时安排，军训协调错时进行，
学校运动会协调错时召开。开学前，协调好各
校开学工作，放假前，对公共区的改造项目、
学校的改造项目交流协调。摩擦慢慢少了，谅
解与支持越来越多。

后勤服务顺了，各个学校也把精力都放在
了办学上。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湘
菜产业促进会成立湘菜学院；长沙市电子工业
学校与湖南威胜电子集团建立高标准SMT生
产线和调试焊接车间；长沙汽车工业学校与上
汽通用、 上汽大众等名优企业共建实训基地；
长沙信息技术职业学校和政府公共信息服务
中心合作设立12345政府服务班……长沙职教

基地已经建立起“职教航母”优势。

立体安防保学子安全
6所学校、30000多人的大校区， 如何确保

校园的安全与秩序？10月29日中午时分， 记者
在长沙职教基地看到， 偌大的校区井然有序：
出入口安检严格，学生们施施然而行……

戴伟军告诉记者， 这是基地多措并举、大
胆创新， 利用信息化、多样化手段，全力构建
立体型安全防护体系的成果。

近3年来，长沙职教基地投入700万元在公共
区域设置高清摄像头700余个； 基地所有门岗安
装110报警系统， 门岗视频实时连入市公安局安
防平台；以安保人员为主体联合每一所学校成立
基地护校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

长沙职教基地大小校门12个、人流密集处
29处、两座占地约300亩的保留山体公园，周边
主次干道六条，车流人流密集。单靠人工巡逻
难免有疏漏，协调办借助校企合作平台，引入
无人机安防，在学校上学、放学等特殊时段、重
点地段利用无人机空中巡逻，通过视频及大数
据对异常情况进行分析、研判，把人工智能和
传统人工管理有机结合，探索出一套高效节约
的安防管理模式。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易禹琳）一个
游戏玩得好看不起学霸的男孩， 被游戏玩得
更好的物理老师收服了，他还有何话说？一个
讨厌妈妈生了弟弟的女孩， 曾在泰国机场把
弟弟丢在垃圾桶里，她想说些什么？11月2日
晚，在湖南广益实验中学，350多名初中学生
提前观看了湖南卫视《少年说》第二季的两期
节目。 北师大附小株洲分校和湖南广益实验
中学10多名少年的心声，让观看的少年跟着
欢呼和流泪，现场的很多家长也感动了，表示

以后要多和孩子交流沟通，更好地去爱孩子。
《少年说》是湖南卫视播出的全国首档

新一代青少年健康成长心理释放表述节
目。第一季已于2018年6月和7月播出，节目
播出后引发很大社会反响， 获得国家广电
总局的表扬。《少年说》 第二季于2018年11
月6日起，每周一到周四19时30分在湖南卫
视播出。

即使你是一个很爱自己孩子的家长，你
也不一定知道孩子心里的想法。 在湖南广益

实验中学，《少年说》 里的孩子说出了更多少年
的心声。看着同学们在“勇气台”上大胆发声，观
看节目的湖南广益实验中学的中学生们也纷
纷抢着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有的说要花更多
的时间陪妹妹玩， 有的说回去要对爸爸说一声
“我爱你”， 一个害羞的男生勇敢地对妈妈说出
了“以后不要再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一些
家长悄悄地收起了手机。

少年强则国强。也许《少年说》的意义就是
让更多孩子说出自己的心声， 带领观众深入新
时代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探寻青少年成长道路
上的思考和困惑，促进社会、家长、老师与孩子
的沟通，让新一代少年更健康地成长。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龙文泱）眼
下， 邵阳新宁漫山遍野的脐橙由黄转红，丰
收在望。11月5日，新宁县委、县政府在长沙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18’中国崀山“百里
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四届脐橙
文化旅游节将于11月25日在崀山开幕。

本届文化旅游节由新宁县委、县政府主
办，以“百里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为主题，包括脐橙嘉年华、脐橙产品销售洽
谈暨电商“一县一品”网络购销会等11大主
体活动，旨在以橙为媒、以旅会友、以节联
商，推动当地农旅深度融合、经贸深化合作。

据介绍，近年来，新宁县把“旅游+精
准扶贫”作为重要发展战略，通过实施“农
园变花园、果园变游园”举措，在全县建立
了旅游农业基地20余万亩，打造了休闲农
业企业15家， 建成了农业观光园21个、省
级星级休闲农庄5家，休闲农业总收入超过
1.5亿元；探索创新“景区带村”旅游扶贫模
式，通过土地流转、产业帮扶、景区就业等
方式， 打造了3条乡村旅游扶贫精品线路、
21个乡村旅游示范点， 辐射45个贫困村，
使1.5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7.5万贫困人口
间接受益。

资源共享构建“职教航母”

《少年说》让更多少年勇敢说出心声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徐德荣 见
习记者 成俊峰)今天晚上，电影《一代女魂
唐群英》 首映式在衡阳市广电中心举行，
700余名观众共享了这一“文化大餐”。

电影《一代女魂唐群英》是我国第一部
全面反映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电影。 影片
讲述1912年以唐群英、沈佩贞为代表的女
性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平权，并要求将
之写入宪法之中的故事。虽然，主张遭到各
方势力阻拦，但她们不屈不挠，闯国会、诘
议员， 掌掴同盟会负责人宋教仁和议长林

森， 在暮气沉沉的中国演绎出争取妇女解
放男女平等的传奇故事。

唐群英 (1871-1937年 )，衡山县人，是
中国女权运动先驱， 她曾为女权运动耗尽
祖遗家产。1904年，她追随秋瑾东渡日本求
学，参加华兴会，加入同盟会。作为同盟会
最早的女会员， 孙中山为唐群英题词：“发
达女权”，并称赞她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
头人”。康克清也誉她为“一代女魂”。1995
年，唐群英被全国妇联推选为“中华百年八
大女杰”之一。

电影《一代女魂唐群英》在衡阳首映

� � � �高考落榜后，
投身农业科技领
域； 培育的杂交
糯高粱新品种已
在全国20个省份
种植， 累计种植
面积超过 300万
亩； 20多个编织
袋， 装着他的全
部家当。 农民育
种家鲁茂祥———

1994年，鲁茂祥得知，我国酿制高档白酒
一直用红缨子等传统高粱品种作原料， 但红缨
子的亩产只有200公斤左右，农民不愿意种。而
当时三系杂交制种选育的一些高粱品种， 产量
虽高，品质却达不到酒厂的要求。

鲁茂祥决心选育新的杂交高粱品种、 探索
高粱高产栽培新技术， 并开始四处筹集资金搞
试验。 看到这种情形， 不少人劝他别去冒这个
险，但鲁茂祥坚信自己能行。

鲁茂祥首先要选育出优质的高粱父本、母
本，他只身来到阳明山下一处四面环山，平时少
有外来人口的农田，把这里改建成试验田，播下
第一批高粱父本、母本。然而不久，刚刚长出来的
嫩苗，被老鼠啃了一大半，鲁茂祥急忙补种，还在
四周拉起电网防鼠， 他24小不间断地在四周巡
逻，提醒附近的村民和路人，防止发生意外。

在鲁茂祥眼里， 田里的几千株高粱都是宝
贝，他每天在田间认真观察，细心地把每株高粱
的长势和变化记录下来， 并把那些有优势的单
株连蔸带泥，集中到几丘田里精心培育。

每年忙完在永州的试验， 鲁茂祥便急急忙
忙赶到海南，再进行一次选育。2013年11月，一
场台风把鲁茂祥在海南辛辛苦苦建成的试验基
地的大棚等基础设施一扫而光， 已经长到二三
十厘米高的高粱大面积毁损。 鲁茂祥带着跟自
己来到海南的妻子和儿子抓紧时间补苗， 由于
住的简易工棚也已经被掀翻，一家人整整3天没
吃上一口热饭，晚上就睡在湿漉漉的椰树下。

长年的野外田间试验，鲁茂祥患上了风湿、

肾结石等多种疾病，但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
都准时赶到田间进行观察和试验。

1996年，鲁茂祥选育出九嶷糯粱SH-57母
本，在此基础上，鲁茂祥培育出杂交糯高粱新
品种“糯粱一号”，并于2001年通过湖南省科技
成果登记， 荣获永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
年，“糯粱一号”通过国家高粱品种鉴定委员会
的鉴定，向全国推广。2017年，“糯粱一号”通过
国家高粱品种鉴定委员会的重新审核。

此后，鲁茂祥在“糯粱一号”的基础上培育
出杂交糯高粱新品种“糯粱二号”，并因此荣获
2006年湖南省科技创新金奖，永州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2008年，“糯粱一号” 被农业部和国家
高粱品种鉴定委会员指定为“国家酿酒糯高粱
区域试验对照品种”。同时，鲁茂祥培育的杂交
糯高粱“湘宁糯一号”“湘宁糯二号”均通过国
家鉴定。

鲁茂祥培育的这些糯高粱品种在大田种
植表现出植株整齐、穗大、空壳率低的特点，适
合机械化耕种， 平均亩产达到750公斤/亩，高
产田达900公斤/亩。同时，“糯粱二号”等的出
酒率、酒质明显高于其它高粱品种，得到全国
不少运用高粱固态发酵技艺酿酒的酒厂的认
可，也让广大种植户实现增收。截至目前，“糯
粱二号”等的种植区域遍布20个省、市、自治
区，累计种植面积超过300万亩。

目前，鲁茂祥经过几年培育出的“圣粱一
号”杂交糯高粱新品种，已经申请新品种鉴定。
据他透露，“圣粱一号”的产量和出酒率更高。

这些年， 鲁茂祥积极推广科研成果，
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2007年，鲁茂祥了解到辽宁省朝阳县
适合大面积机械化种植杂交糯高粱，决心
在这里推广自己的新品种。然而，推广之
初，当地群众一脸的不信任。

鲁茂祥不急，在当地流转10亩土地种
植“糯粱二号”，获得了好的收成。当地农
民见状，纷纷种植“糯粱二号”。到今年，该
县种植“糯粱二号”7万亩，全部实施鲁茂
祥的“杂交糯高粱绿色高产栽培技术”，产
出的糯高粱被金门高粱酒厂、劲酒有限公
司等收购一空，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
重要产业。明年，该县杂交糯高粱种植面
积将达到10万亩。

从2006年起，鲁茂祥还带动永州群众
通过制糯高粱杂交种脱贫致富。 今年，在
阳明山脚下的吕家桥村、桐子坪村、郑兴
村、刘家坪村的80户贫困户，全部通过制
糯高粱杂交种脱贫摘帽。目前，鲁茂祥在
永州市建立的两系糯高粱制种基地提供
的杂交糯高粱种子，占全国两系糯高粱种
子市场的80%。

吕家桥村今年45岁的村民刘小红、50
岁的汪纯英，都因为丈夫身体不好干不了
重活，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刘小
红、 汪纯英见别的村民制杂交糯高粱种，
实现脱贫致富，也想试试。鲁茂祥得知后，
主动给她们提供种子、肥料，还派专人指
导。去年，刘小红、汪纯英两人制“糯粱二
号”25亩，收入22万多元。今年刘小红、汪
纯英制种面积达27亩。

郑兴村67岁的邓国清因为年纪偏大，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活干，鲁茂祥动员他制
糯高粱杂交种，去年，邓国清制种“糯粱二
号”3亩，纯收入达1.3万多元。

如今，61岁的鲁茂祥仍在田间忙碌、
不懈地探索，努力提升糯高粱的产量和品
质，开发高粱秆产品……

“让高粱的全身都变宝，让种植高粱
的百姓都得实惠！”看着身边的火红高粱，
鲁茂祥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

面对记者采访， 鲁茂祥情不自禁地说：“没
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我不可能坚持下去!”这
些年，鲁茂祥选育糯高粱新品种，没有国家项目
支持， 全靠自己为有关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报
酬收入和四处借债支撑。每当遇到资金困难，那
些当年劝阻他选育杂交高粱新品种的人们，被
他的执着所打动，转而纷纷无私支持他，在大家
的帮助下，他屡次渡过难关。到目前，鲁茂祥培
育和推广杂交糯高粱新品种投入近千万元。

鲁茂祥一直居无定所，他们夫妻先后6次搬
家，至今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记者看到，在他
家里摆放着、悬挂着的20多个编织袋，装着全
家人的换洗衣服和被褥等， 这就是鲁茂祥的全
部家当。

鲁茂祥长年在外从事杂交糯高粱选育试
验，很少回家，以至于他的儿子在10岁以前，都
不情愿开口叫他爸爸。2010年， 鲁茂祥88岁的
母亲在弥留之际，反复念叨他的名字，而他还在
50公里外的大山里观察、 记录高粱的花期，等
他租了一辆面包车一路颠簸赶回家时， 母亲已
经离世，眼角挂着遗憾的泪珠。

鲁茂祥培育出来的杂交糯高粱新品种，先
拿给老家的两个哥哥和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试
种， 虽然明知有风险， 但大家从没有提任何要
求，而是认真按照鲁茂祥的要求种植、管理，还
把如实记录下来的数据提供给鲁茂祥， 为他探
索杂交糯高粱高产栽培技术提供了详实的第一
手资料。

1957年，鲁茂祥出生在九嶷山下的宁
远县大桑塘村。

鲁茂祥1975年高中毕业，正赶上全市
推广袁隆平选育的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
“南优2号”。鲁茂祥自告奋勇试种，看到了
杂交水稻优质、增产的效果，也让他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不久，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鲁茂祥
梦想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经
过废寝忘食紧张复习，1978年， 鲁茂祥满
怀希望走进高考考场， 没想到以3分之差
落榜。落榜后，鲁茂祥经过深思熟虑，自费
到省农科院参加培训，决心在农业科技领
域深耕,闯出一片天地。

鲁茂祥深知系统学习农业基础理论
知识的重要性，1980年， 他参加了中央农
业广播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学习，同
步自修大学农学专业课程， 他每天清晨5
时准时起床收听广播，6时30分下地干活，
晚上自学到凌晨。

为增加学习效果，鲁茂祥借钱买了一
台二手录音机， 录下广播里的讲课内容，
再反复复习。鲁茂祥咬破手指，在笔记本
上写下几个大字：不成才，不结婚！

鲁茂祥为了解决学习、科研中遇到的
疑惑， 先后4次写信向我国著名育种学家
鲍文奎院士请教， 得到了鲍老的悉心指
导。

前后6年时间里， 鲁茂祥记下了30多
本读书笔记，扎实掌握了农学基础理论知
识和农业专业英语。在同一批70多名农广
校学员中，他是惟一考完全部课程并成绩
合格的学员。

与此同时，鲁茂祥的杂交水稻选育工
作也有了进展。1984年， 鲁茂祥选育出杂
交水稻品种“威优8312”，在全国推广产生
很好的效果，累计播种500多万亩。

2007年，鲁茂祥带领团队选育出超高
产早稻杂交品种“金优268” 通过省级审
定，省农业厅专家握着他的手说：“想不到
一个农民科技工作者能选育出这么好的
种子!”

� � � �高考落榜后， 投身农业科
技领域

半
生
忙
碌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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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让种植高粱的百姓都得
实惠！”

上图，10月4日，鲁茂祥在“糯粱二号”制种
基地记录有关数据。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雨鑫 摄影报道

下图，2014年10月11日，鲁茂祥（右一）在
“糯粱二号”制种基地讲课。 通讯员 乐雨鑫 摄

� �山将举办脐橙文化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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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糯高粱新品种播撒20个省份2

4

20多个编织袋，装着他的全部家当3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熊远帆）
11月5日晚，“2016-2017长沙文艺新人”颁
奖晚会举行，蔡聪、余海燕、李立伟等获“长
沙文艺新人”奖，甘正气、苏瑶等获得“长沙
文艺新人”提名奖。

“长沙文艺新人”评选活动由长沙市委
宣传部、 市文联共同主办， 每两年举办一
次。此次评选活动，经公开申报、资格审核、
专家初评、网络投票、专家复评等环节，最

终从91位申报者中评选出获奖人选15名、
提名奖人选15名。

近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
才工作，市委宣传部、市文联深入开展培养
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的工
作，设立了文艺创作奖励扶持专项资金，通
过实施文艺创作项目扶持、文艺新人评选、
重大奖项配套奖励等工作， 优化了文艺创
作氛围和文艺人才环境。

文艺新星闪耀星城
蔡聪、余海燕等15人获“长沙文艺新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