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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龚颖） 记者昨天从省人社厅获悉，
湖南省第六批50名短期援藏专业技术人
才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载誉而归。

“第二次参加援藏工作， 一样的是对西
藏自治区的热情和眷念， 不一样的是新任务
和新挑战。 那儿是我魂牵梦绕， 甘愿为之奉
献的第二故乡， 无怨无悔！” 来自湖南广播
电视大学的方颂是此次援藏队队长， 因高原
反应和重任， 仅半年时间， 他皮肤黑了， 身
体消瘦了五六公斤。 方颂和队友们坚持科学
援藏、 精准援藏、 务实援藏， 以精湛的技术、

过硬的作风和扎实的业绩， 变输血式援藏为
造血式援藏， 赢得当地干部群众的交口称
赞。

从2013年起， 湖南每年选派一批专
业技术人才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工作半
年， 成为充实当地人才队伍的“源头活
水”，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种子
工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
擎”， 为促进山南市边境小康村建设，
在教育医疗、 环境保护、 园林建设、 道
路改造、 政务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
献。

第六批短期援藏专业技术人员回湘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罗中华

在资江北岸桃江经开区，有一处占地约
25亩的漂亮厂区。宽敞的车间里，工人们在
忙着加工一块块木质房屋构件。这些木质件
通过组装，将变成一栋栋精致典雅的木质别
墅。木质别墅从大梁到墙壁，建材全部用的
是木头，木质清香、格调高雅，既有古典风韵，
又具现代飘逸。

这片厂区，是湖南麓山小雨木别墅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健君于2015年投资1.5亿
元，在其家乡桃江县城建起的一座现代化木
质建筑加工装备厂。目前，该厂年产装配式
木结构2万多平方米，安排就业400多人。

张健君是桃江县大栗港镇人， 被誉为
“构建绿色家居的使者”。

钟情木别墅
20多年前，张健君辞掉家乡一份安稳的

工作，只身去深圳打拼。
刚到深圳，张健君摆过地摊、拖过板车、

打过零工。几年后，他成为一家大型公司的
职业经理人。在深圳，他还有自己多家快销
连锁店，收入可观。

但张健君认为，成功只属于过去，未来
的路必须重新探索。他把目光聚焦在新的开
拓上。

6年前的一天， 张健君参加一次朋友小
聚，看到朋友手机里有一张精美别致的木质
小别墅的照片。他眼睛一亮：这种小木屋不
正是自己想为父母盖的房吗？

张健君很快与建设木质别墅的一家外
地公司取得联系，同时自己精心设计，在老
家大栗港镇茂林修竹间，为父母盖了一栋木
别墅。

木别墅建成后，消息不胫而走，参观者
络绎不绝，有当地人也有外地人，还有建筑
业行家、环保专家、旅游投资开发者。这让张
健君感到欣慰和骄傲，也让他思考其背后的

原因。人们对木结构建筑感兴趣，不光在其外
形美观，主要还是低碳、环保，有益于居住健
康。张健君茅塞顿开：今后的创业之路，就从
木结构建筑开始。

“绿色环保，有益健康，这就是木结构建
筑产业的优势。”张健君对自己新的选择充满
信心。

从那时开始，张健君便全身心投入木结
构建筑领域。但最初一段时间，他并没有立马
去网罗人才、开办工厂、拓展市场，而是把精
力放在学习上。

一切从头来
张健君心里明白，自己过去那些成功的

经验，在新的领域肯定“水土不服”，从理论
到实践都必须“从头来”。

张健君跑了多家书店， 挑选了近100册
木结构建筑方面的专业书籍，花了两个月时
间潜心攻读，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把木
建筑的来龙去脉及相关专业知识来了个“通
吃”。 同时， 专门拜访了国内多位木结构专
家，参访了国内外多家同行。

接下来，是到哪里办厂的问题。这时，家
乡有人来找张健君，希望他回乡投资。张健
君心里正是这么想的，双方一拍即合。

2014年底，张健君回到湖南，在长沙成
立湖南麓山小雨木别墅工程有限公司。随
后，又在桃江经开区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木质
建筑加工装备工厂。

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生产能力，张健
君抢占先机，拓展市场。不到两年，其公司的
产品已遍布全省各市州，不仅有各式各样的
民舍小别墅，还有大型木屋酒店；不仅有各
具特色的小镇木楼群，还有旅游景点的木结
构游乐场……

去年， 公司采取一站式私人订制方式，
开工建设项目10多个， 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
米。今年业务推进更快。4月，全省最大木结
构单体建筑———乌龙景区客服中心封顶；5

月，武冈云山露营公园项目投入运营。另外，还
有11个项目启动建设。到年底，一批私人订制项
目将扩展到省外。

“给传统木建筑注入现代元素，是我们的创
新思路。”张健君介绍，在建筑风格方面，他们注
重保留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典雅、庄重，同时加入
流行色调和时尚风味。

在长沙建设一处儿童乐园时， 张健君根据
儿童玩乐的特点，把飞机、火箭等造型设计到木
结构建筑上。儿童乐园的木建筑，给人的印象就
是一个完整的玩具中心。

张健君的木结构建筑中， 小桥流水、 雄鹰
展翅、 骏马奔腾等文化艺术元素也随处可见。
武冈云山露营公园， 坐落在葱茏翠绿的云山脚
下， 公园里的木建筑咖啡屋如一串现代交响乐
音符， 与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融为一体，充满诗
情画意。

在防火、防腐、防霉及防白蚁方面，张健君
花的心思最多。 他在大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的
同时，还进行了数十次现场测试，使每项防护与
环保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同时，聘请多
名专家为公司常年科技顾问。

文化艺术元素与科技的注入， 使传统木结
构建筑焕发青春，用张健君的话说，他们为木建
筑“注入了灵魂，插上了翅膀”。

■相关链接

近年来，桃江县委、县政府多次向在外创业
的乡友发慰问信，诚挚邀请大家回乡创业。各乡
镇、县直单位召开乡友座谈会，广泛宣传有关招
商政策，全面收集投资信息。各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带队，外出开展小分队招商活动，积极引导
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回乡投资， 推动桃商总部回
归、产业回归、资本回归、人才回归。今年，先后
在桃江、深圳、长沙举办了“迎老乡回故乡共建
新桃江”恳谈会、“携手同行建家乡”座谈会、“乡
友湘情携手共赢”推介会等。从去年至今，乡友
共 签 约 回 乡 投 资 项 目 58个 ， 签 约 资 金 达
109.88亿元。 （罗中华 整理）

张健君：

回乡建设绿色家居———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通讯员 张智勇
记者 龚柏威) 昨天， “中新杯” 中科院创
新创业大赛在南县举行， 原地矿部部长
宋瑞祥、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出席。
当天， 中科春天孵化中心项目也在南县
经开区奠基。

“中新杯” 中科院创新创业大赛由
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化网络联盟、 生态

环境部科技发展中心、 南县人民政府主
办。 此次大赛后， 将在中科院及生态环境
部系统内遴选出一批优质的科研成果落
户南县， 项目落地后可带来高科技企业3
至5家。 同天奠基的中科春天智慧孵化中
心， 包括众创中心、 技术商务交流中心、
高科技项目展示中心、 院士楼等创新创业
孵化区。

“中新杯”中科院创新创业大赛
在南县举行

� � � � �荨荨（上接1版）
施工队负责将旱厕外面的露天化粪

池改造为三格或四格的密封式化粪池，农
户则将室内蹲位改成冲水式。 三格式化粪
池是由3个相互连通的密封粪池组成，流
入第三池的粪液一般已经腐熟，病菌和虫
卵已基本杀灭和除去， 可作浇菜施肥之
用。 为确保排出来的水质达标，浏阳市还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在三格化粪池外另建
净化池（人工湿地），通过在人工湿地填埋
石料并栽种美人蕉、 菖蒲等根系发达、吸
附力强的植物，实现水质去营养化。

“现在没有了蚊子、 苍蝇， ‘厕所

革命’ 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实事！” 浏阳
市集里街道唐家园村羊古组村民李继甫
由衷点赞。 李继甫家是第一批改造户，
他开始极力反对， 要留着老粪池浇菜施
肥， 做通工作改建成卫生厕所后， 不但
不影响浇菜， 还没有了臭气。

验收完成之后， 浏阳市政府将进行
补助发放， 全市精准扶贫户、 五保户、
低保户的旱厕改造经费， 全部由政府买
单； 其他农户的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
每座补助900元， “三格化粪池+人工湿
地” 每座补助1300元。 预计补助总金额
达27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