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11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
材机械、 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bauma�
CHINA� 2018，简称“上海宝马展”），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作为世界顶级工程机械展“德国bauma”
在中国的延伸，2002年“开展”的上海宝马展，
已成为全球工程机械企业“竞技”的舞台。

本届展会参展商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
共3350家。工程机械湘军，无疑是这个舞台上
的主角之一。

湖南展商64家，中联重科、三一集团、山
河智能、 铁建重工……这些全球工程机械领
域的“明星”齐齐登场，在全球高质量企业集
聚、上万新产品与新技术重装亮相的展会上，
大放异彩。

2018年上海宝马展， 参展企业较上届增
长约13.2%，达3350家；使用了19个展馆和1个
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 展示面积达33万平
方米， 创下历史纪录；4天的展会预计将吸引
20万专业观众前往观展。

从2号口进博览中心， 最先到达的是W5
馆；一进入室内展区，各式各样的展品密集扑
入眼帘：玛赛欧的轮胎、江土重工的快速连接
器、徐州神斧的挖斗、株洲肯特硬质合金的球
齿……令人目不暇接。

穿过W5馆， 来到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
区，视野顿时开阔。

放眼望去，都是高耸入云的臂架；赤橙黄
绿等各种颜色耀眼醒目， 像是在天空中浓墨
重彩地画了数道水彩。

最醒目的，莫过于中联重科的“极光绿”。
中联重科是重量级参展方。此次携8大系

列28款产品参展，参展面积近5000平方米。
坐拥62项专利的四桥56米奔驰底盘泵

车、最大起升高度达180米的ZCC9800W履带
起重机、 国内唯一可用电动机和柴油机双动
力进行喷射作业的CIFA喷射机械手湿喷
机……每台设备前都挤满了观众， 他们一边
看一边拍照， 啧啧称赞， 不少观众还跟设备
“合影留念”。

中联重科的挖机操作展示区， 与卡特彼

勒的挖机操作展示区仅一路之隔； 两边的挖
机你动我也动， 你不动我也不动， 好像在打
“擂台”。

拥有7486平方米展区的三一集团， 是本
次展会展位总面积最大的参展商。

为方便接待客户，三一集团搭建了一座3
层高的接待中心， 楼顶还专门设置了露天吧
台；精心设计的一条空中参观长廊，将三一集
团的室外展区尽收眼底， 成为展会现场一道
亮丽的风景。

三一集团展位人群熙攘。 由23台挖掘机
组成的挖掘机“军团”展出区域，人气最旺；有
驻足观赏产品的观众，也有在挖机边“讨价还
价”的客户。

山河智能以2000平方米的展位面积，集
中展示地下工程装备、挖掘机、装载机、凿岩
设备和起重设备5大类工程机械产品；由山河
科技生产的“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也成了
展会的“吸睛王”。

在约64家来自湖南的展商中，中联重科、
三一集团、山河智能、响箭重工、恒天九五、星
邦重工等整机企业， 在室外展区占据明显位
置，展品也格外显眼。

工程机械配套企业基本在室内展区。每

到一个展馆，几乎都能“遇见”湖南企业。山东
济宁山特松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王小斌第
一次来上海宝马展参观，逛展一圈，他对湖南
企业印象最深刻：“湖南企业太会‘玩’了，不
光设备夺人眼球，展台设计也别出心裁，主题
活动多、创意十足，真正是独树一帜。”

“作为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一大盛会，上
海宝马展是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在展会现
场， 星邦重工市场管理部部长郭年波告诉记
者，2012年至2016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经历
了5年深度调整期，这期间举办的展会明显冷
清；如今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每家企业都铆
足了劲，就等着在展会上“大显身手”。

一个细节充分说明此次展会盛况空前。
在同一个场地， 以前展会上的手机信号

只是稍微弱点而已；但这一次在展会现场，通
信网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人流量之密集可
见一斑。

好产品，展示出来；新产品，发布出来！
三一集团参展的68款产品中， 有45款是

新品，其中重卡、环保自卸车首次参展；中联
重科共28款4.0明星产品亮相， 并在开幕式当
天举行了土方机械、高空作业机械、混凝土设
备和建筑起重机4场新品发布会；山河智能与
客户一齐揭开了9款新产品的面纱……

各家企业设备新品类型不一、功能各异，
但无一例外都是企业创新的成果， 它们以高
效可靠、绿色节能、高度智能化的卓越表现，
赢得海内外客商“点赞”，引领行业潮流。

国内领先的高空作业平台制造商星邦重
工，此次携12台设备强势“出征”。所有的展机
中， 最引人注目的采用了香槟金特殊涂装的
一款新品———18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GT-
BZ18J。

“特殊配置，全球仅此一台。”郭年波介
绍，这款产品被称为“黄金战士”，是同高度同
类型产品中唯一带有飞臂功能的产品， 飞臂
使设备作业角度更大、作业范围更广；产品配
备负载敏感变量液压系统， 负载重则液压流
量大，反之则液压流量小，综合能耗降低15%
以上； 它还是行业内直臂20米以下唯一标配
可视化操作系统的产品。

据了解，GT-BZ18J在参展前便被客户收
入囊中，展出后又有多家客商前来预订。

星邦重工的“黄金战士”灵巧时尚，铁建
重工六行采棉机则威武大气。

橙色车身、黄色采棉头、北斗导航、自动
灭火……六行采棉机甫一亮相，就“赚”足了
观众的眼球。

铁建重工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飞香介绍，
六行采棉机从市场调研、 技术储备到制造完
成，历时约2年；与传统五行采棉机相比，不只
是多采一行，还同步升级了发动机、操作系统
等。

“产品高度智能化，具备一键卸棉、倒车
影像、着火报警检测和自动灭火、近电感应防
触电等功能， 主要性能达到了国际主流高端
采棉机水平，工作效能是普通五行采棉机的2
倍，1天的采棉能力相当于1200名采棉工人的
工作量。”刘飞香说，这款六行采棉机打破了
国外品牌同类产品技术垄断， 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

工程机械湘军引领行业发展，产品质量、
企业实力彰显无遗。 青岛雷沃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宾称，在工程机械行业，湖南企
业的突破能力、创新能力有目共睹，让国外不
少企业感到紧张。

这是一个展示平台，更是一个交易平台。
开展第一天，工程机械湘军便捷报频传：
中联重科与30家企业签约，订单总金额超

25亿元； 三一集团展会首日订单总额近20亿
元； 山河智能在客户答谢晚宴上， 售出旋挖35
台、挖掘机165台、起重机5台，合计成交额2.6亿
元；铁建重工“斩获”订单额超2亿元；恒天九五
和星邦重工的成交额都接近2亿元……

11月28日上午， 记者在恒天九五展位上
看到，一位国际客商现场订购旋挖钻机，担心
设备被其他人“抢走”，在没有打印版订购协
议情况下，手写了一份认购协议并交上订金。

为了更好地接待海外客商，中联重科、三
一集团和山河智能等企业， 都在现场专门配
备了外文翻译工作人员。

收获不仅仅是订单， 企业品牌形象也得
到了集中提升。

铁建重工为川藏铁路“量身打造”的超级
隧道智能装备（模型），是展会一大亮点。

川藏铁路是一项“超级工程”，仅雅安至
林芝段， 就需要新建隧道75座共789公里，占
线路总长的79%。

铁建重工全程参与了川藏铁路设计、施
工组织和装备选型等方案论证， 目前已完成
现场实地勘查、岩石隧道掘进机（TBM）进场
道路踏勘，再一次走在了行业最前沿。

铁建重工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飞香介绍，
恶劣的施工环境和条件， 对隧道施工装备和
工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铁建重工将利用
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采用工
厂化生产模式，实现设计、施工、验收等隧道
全生命周期智能建造和管控。

“工程机械湘企为多项‘超级工程’的建
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中国制造在国际上
赢得了尊严、树立了良好形象。”四川新筑集
团副总经理陈汉忠感慨。

在展会现场，记者还“偶遇”了一群特殊
的观众———长沙2019国际工程机械博览会组
委会一众人等。

为成功打造湖南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的
工程机械博览会， 长沙市副市长邱继兴“挂
帅”来宝马展“取经”。

看了展会的布局、模式，参展企业的产品、
特征，以及深入了解展商的需求后，邱继兴称收
获颇丰：“比如尽可能多地把专业观众和‘买家’
请来，让展会成为沟通交流平台和交易平台，让
各方都有所收获； 展会上看设备模拟操作还是
不过瘾， 届时我们可以专门拿出一片空地，作
‘实战’演练，充分展示产品性能和优势。”

邱继兴认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 长沙，完
全有实力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工程机械展会。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丁铁清 孙忠）今天，沅江市南大膳镇种粮
大户郭孟红把150吨优质晚稻“黄华占”卖到
了中储粮益阳直属库，价格随行就市，每50公
斤134元。“跟普通稻谷相比，每担至少多卖了
8块钱。”他盘算着，来年要进一步扩大优质稻
种植面积，让钱袋子更鼓一点。

按国家规定， 今年新产中晚稻的政策
性托市收购价为每50公斤126元。2015年之
前，不管是托市收购还是轮换粮收购，中储
粮湖南分公司买进的基本上都是普通稻
谷。像郭孟红这样的种粮大户，就算种了再
多的优质稻，也只能卖给各路大米加工厂，

不能和“粮食国家队”建立稳定的优质优价
购销关系。

从2015年开始， 中储粮湖南分公司争
取国家政策支持， 积极探索在轮换粮收购
时实行储备品种升级， 逐步增加优质稻收
购量。收购时按质论价，以此引导生产者调
整粮食种植结构。4年来， 中储粮湖南分公
司累计收购优质稻逾60万吨， 推动全省高
档优质稻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 今年突破
1000万亩。

据介绍， 中储粮湖南分公司今年收购入
库的优质稻已有10万多吨， 每吨平均价格比
普通稻谷高出300元。种粮效益有保障，农民

种植优质稻的决心更加坚定。 郭孟红告诉记
者，他流转了1800亩水田，之前全是种植普通
稻，2017年尝试种了600亩优质稻， 今年发展
到800亩，明年计划扩大到1200亩。

优质稻的淀粉更易分解， 水分含量相对
较高，储存难度大、风险高。中储粮湖南分公
司在仓储设施、仓储管理等方面全面升级，综
合应用空调控温、智能通风、氮气气调等科技
储粮技术，让优质稻全部“睡空调房”，保质保
鲜。中储粮湖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此举替
一般的大米加工厂解决了优质稻“收得进、存
不好”的难题，使优质稻产业化之路更通畅、
便捷。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11月下旬这段时光有些不真切的美
好。 这是最后一段不是秋日胜似秋日的美
好时光了。

在气象学意义上，湖南还没有入冬。在
人体感觉和景观物候的表现上， 也明明还
是一个秋天，阳光将入冬的进程一再拖后，
让秋天最后的时光分外美好。

小区里到处晒满了衣服床单， 五颜六
色。蓝天轻云，光影历历分明，野菊香气浓
烈，桂花重又开了，格外令人恍惚。

麓山游人如织， 每个人都贪恋着最后
的秋光。

山林依旧一片黛青， 只偶尔点缀些银
杏红枫。银杏金黄，红枫似火，一树树浮光
跃金，华美异常，只是它们的色彩过于整齐
划一，过于妖娆艳丽。而秋的韵味是从半青
不黄的枫香叶子里透出来的， 是星星点点
色彩不明确的乌桕叶子渲染的， 是由叶缘
向中间枯败的法国梧桐叶子带出来的，它
们有半明半暗的情绪， 有季节走入深处的
苍凉，有不甘，也有释然。

林间有酸枣、苦槠与板栗等可供享用。
酸枣这种东西生吃太酸，且核大肉薄，却正
是秋天的清爽味道， 一想到那种酸就要引
人垂涎的。当然做成酸枣糕味道更好接受，
酸枣煮烂去核， 加南瓜紫苏辣椒芝麻等拌
匀晒干，滋味丰富复杂。

苦槠也一样，生吃的那一口清苦厚重，
像把山林古老的记忆一起食用了。 长沙乡
下称苦槠果实为苦苦子， 从前过苦日子的
时候，多少村民就靠着苦槠果实充饥。现在

还有勤快的妇人，每每于深秋捡拾苦槠，一
粒粒颇费周章地剥出来，然后磨成浆，滤成
粉，熬成苦槠豆腐。苦槠豆腐加辣椒、葱花
红烧或开汤，入口苦涩，回味却甘，据称祛
风湿，自家吃不完，往各家送去，是邻里之
间的美好情意。

板栗此时却很难寻到了， 大多已被人
捡光或被雨水侵蚀。 板栗树在植物学上归
为壳斗科栗属， 栗属植物在湖南常见的有
三种：板栗、锥栗及茅栗。

茅栗是小乔木，果实亦小巧，山中最为
多见。从前每到秋晴，小孩子们便挎上篮子，
带把剪刀上山去捡茅栗。茅栗是不能徒手摘
的，用剪刀剪了之后扔在地上，用脚踩开，取
出食用。虽然如此，也难免要碰到尖刺，这些
刺痛也成为山林记忆的一部分，至今想到茅
栗都会感觉到指尖的刺痛。板栗和锥栗为高
大乔木，一般野生的多为锥栗，剥开一粒刺
果，只包藏一枚饱满的水滴形坚果。板栗是
近年因为人工种植才渐渐多了起来，剥开尖
刺，有两到三枚种子，形状稍扁。

立冬之后， 糖炒栗子的香味便开始弥
漫。近来常去的一家炒货店，每天都有人排
队等着新出锅的栗子， 称栗子的姑娘一颗
颗地检查，仔细挑出小的和坏的，确保每一
颗都饱满甜蜜。人们在寒风中耐心等着，为
这一份本心而暖意融融。

这时节湖南的柑橘也已大量上市，饱
含着秋天的阳光，金黄灿烂，甜蜜多汁。

过完11月这个温暖的下旬，阴雨又将
现身了。 好在， 该洗洗晒晒的都收拾妥当
了，阳光暖意也都储备充分了，也有信心准
备迎接下一段阴雨时光了。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喻阳

自称山野“玩泥者”的龙京沙，“都差点死
了好几回”，做了近40年考古的“农民”，霸蛮
得很。

龙京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管
理局副研究员， 也是自治州唯一的国家考古
发掘领队。11月26日，记者拜访了这位“玩”命
的“玩泥者”。

已退休3年、60多岁的龙京沙头发花白，穿
着宽松的米色毛衣，戴一副老花眼镜，和记者聊
起“洗手惊魂”“救命铃声”“失明危机”等一个个
生死瞬间，他的语气却是云淡风轻。

1993年， 龙京沙带队在保靖县四方城发
掘。前一秒他刚离开去洗手，后一秒墓壁就垮

在他蹲过的地方，两名同事被埋在井中。龙京
沙立马用手挖土救人， 并用口吸出堵在同事
口鼻的泥浆，拉回两条命。

“没有那个电话， 我将永远与古人为伴
了。”2003年，在古丈县河西镇，墓葬清理接近
尾声，龙京沙一个人还在几米深的井下工作。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他起身接听电话，“轰
隆！”一旁两三米高的墓壁垮塌，泥沙砾石埋
了近1米深。

还有一次，在永顺县老司城考古，龙京沙
刚睡下不久， 感觉有液体流入左眼， 阵阵剧
痛。他判断是蛇毒浸入，急忙打水洗眼，可疼
痛加剧，脑袋肿成球。后经当地治疗无果，随
即转到州医院。“你左眼第一层眼角膜烧坏
了，再迟点就失明了。”眼科医生说。

田野考古40年来，酷暑寒冬、风餐露宿、
早出晚归，不在话下，龙京沙的脚步已踏遍自
治州大小村落。 在自治州境内（包括原大庸
市），他亲自考古调查发现各类古文化遗存数
百处，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时期，弥补
了自治州旧石器、新石器和商周、秦汉、唐朝
的考古空白， 建立了自治州考古学文化序列
的框架。

龙山里耶秦简、永顺老司城 、保靖四
方城……现在都已成自治州宝贵的文化财
富。其中，里耶古城遗址“一号井”安全出土
36000余枚秦简，被国家评为“2002年中国考
古十大发现”。此时，“一号井”挖掘笔记复印
件就在他左侧的沙发扶手上， 珍贵的笔记原
件保存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当时他连
续工作27天，以手当“锄”，每天工作12小时以

上。在此之前，龙京沙1999年深秋在永顺不二
门洞穴蹲过两个月。工作完成后，他发现自己
无法行走，才住进医院。医生皱着眉头问：“你
是怎么熬过来的？”

考古人，熬的是时间。节假日不回，还时
常过家门而不入，他亲人们常讲：家都成旅社
了！有一年的365天，他有350多天都在野外。
爱人病重、母亲病危……想起这些，他就内心
充满了对家人的歉疚。

他玩命地从泥土里发掘历史的真相，把
大爱献给了自治州这块热土。2016年，他获评
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走之前， 记者发现他在填写第八届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登记资料。“用一生的
精力去寻找、探索湘西
文明的起源。” 这是他
的追求， 余生仍将继
续。

■点评：

他是考古专家、学
者 ， 也是一个 “庄稼
汉 ”，像农民那样辛勤
劳作 ， 自治州的崇山
峻 岭 留 下 了 他 的 足
迹 。他远离喧哗 ，远离
亲友 ，40年间 ，把自己
交付给山川和荒 野 ，
围绕着残沟断垣寻找
考古信号 。 他肩负着
责任 ， 践行着自己的
使命，丰满了湘西的文
明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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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国家队”引导种植结构调优
中储粮湖南分公司4年来累计收购优质稻逾60万吨，推动高档优质稻种植面积

突破1000万亩

“秋日”最后的时光

龙京沙：对话古今的山野“玩泥者”

� � � � 第九届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吸引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3350家企业
参展，其中湖南展商64家———

上海宝马展，工程机械湘军大放异彩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 � � �龙京沙 李孟河 摄

� � � � 11月27日，中联重科展位。 通讯员 摄

3350家展商“争奇斗艳”，
湘企“大出风头”

现场

� � � �湘企新品数量多， 智能
化程度高，引领行业潮流展品

收获
� � � � 1天“斩获”数十亿元
订单， 品牌效应发挥至
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