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湘自然笔记

� � �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省
应急管理厅发布消息，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2018
年度全省安全生产示范单位考核结果， 我省有4
个县（区）获评“省安全生产示范县（区）”，39个乡
镇（街道）被评为“省安全生产示范乡镇（街道）”。

去年， 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在
全省安全生产示范创建活动中，各创建单位严格
落实《湖南省安全生产示范创建工作管理办法》
要求， 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安
全生产示范效应明显，推动我省安全生产基层基
础进一步巩固。

经省安委办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组织考核并报
省政府同意，确定永州市蓝山县、益阳市赫山区、常
德市武陵区、长沙市芙蓉区为“省安全生产示范县
（区）”；确定长沙市7个乡镇（街道）、衡阳市3个乡镇
（街道）、株洲市1个乡镇（街道）、湘潭市2个乡镇（街
道）、岳阳市4个乡镇（街道）、邵阳市2个乡镇（街道）、
常德市5个乡镇（街道）、张家界市1个乡镇（街道）、益
阳市2个乡镇（街道）、郴州市3个乡镇（街道）、永州市
3个乡镇（街道）、怀化市3个乡镇（街道）、娄底市1个
乡镇（街道）、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个乡镇（街道）
为“省安全生产示范乡镇（街道）”。

2018年全省安全生产
示范单位“出炉”

4个县（区）获评“省安全生产示范县（区）”
39个乡镇（街道）被评为“省安全生产示范乡镇（街道）”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胡清

2月18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滴水成冰。早
晨7时30分， 铁建重工莫斯科地铁项目负责人钟
巍龙麻利地起床、吃饭，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
钻进莫斯科地铁大环线隧道建设工地。

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8时已过，“玛利亚”又
要开始“加油”作业了。

“玛利亚”是首次出口到欧洲市场的国产品
牌盾构机之一，它的另外4个“姐妹”已于2018年
陆续进驻项目施工作业，“玛利亚” 则是今年1月
25日始发掘进。

钟巍龙告诉记者，施工隧道上方有一栋房屋
和一座加油站，需要进行加固，“玛利亚”原计划
在春节期间停机。为防止莫斯科严寒天气使盾构
机内的循环水和油液凝固，冻裂设备上的热交换
器和管路， 他们将存在隐患的液体排放清空。后
来经业主沟通， 决定春节期间继续掘进施工。因
此，这段时间要对盾构机重新进行加注，把齿轮
油、内循环水注入到盾构机主驱动减速箱、减速
机、水循环系统中。

“考虑到严寒环境施工，内循环水需要加入防
冻液，我们反复测算水液配比，最终采用一比一调
配， 使内循环水达到零下40摄氏度低温不凝固的
要求，既满足现场施工需求，又具有高性价比。”钟

巍龙说，在盾构机的设计和施工中，他们出了不少
这样的金点子，让业主尝到了“中国方案”的甜头。

采访中，每隔20分钟，钟巍龙就要督促控制
室启动一下内循环系统电机，让管道内的水循环
一段时间，避免防冻液在管道内局部稀释，带来
施工风险。

这个春节，钟巍龙和同事们坚守在岗位。2月
4日，除夕当天下午工地放假半天，钟巍龙组织一
起值守的伙伴们，聚在工地板房内包饺子。

电气工程师彭育云一边包着饺子，一边与远
在长沙的妻子视频聊天。视频那头，他们刚满两
周岁的女儿哼唱着“新年好呀！新年好呀！”彭育
云看着喜笑颜开，家人的支持让远在异国他乡的
他心里暖暖的。

莫斯科“第三换乘环线”（大环线）全长61公
里，建成后将成为莫斯科地铁系统中第二条大型
环线系统。春节值守期间，钟巍龙和同事们有效
保障了盾构机正常施工。

包括“玛利亚”在内的5台国产品牌盾构机均
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 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
器”。5台盾构机分别名为玛利亚、达利亚、叶甫盖
宁、加利娜和波丽娜，选自俄罗斯家喻户晓的电
视剧———《爸爸的女儿们》 中5位女儿的姓名。春
节期间，“加利娜”和“波丽娜”创下了最大单班掘
进21米的好成绩。

大国重器，春节值守莫斯科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2月19日，元宵佳节正逢雨水节气。雨水淋淋
中，城中一样该有火树银花、灯帐千盏，元宵的意
象，总是暖的，是光明的，是喜悦和爱，是春天的
先声。

雨水元宵节
元宵节，在农历正月十五，宵即夜，元则指一

年之始，这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今年立春
日在除夕那天，自然元宵节就和进入雨水节气这
天是重合的。

宋代刘辰翁在某年上元节填了一阕《减字木
兰花》：“无灯可看。雨水从教正月半。”也是这样
一个湿淋淋的上元节，颇有些愁云惨淡。

幸而如今花灯不怕雨湿， 纵使无月可赏，却
有灯可看。现代的灯光焰火，可烘托百般恢弘烂
漫，雨水淋淋中，花千树、星如雨，光热上脸，情怀
也要暖几分。

元宵佳节，是国人正宗的情人节。“去年元夜
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古人
每于元宵佳节，猜灯谜，放焰火，赏灯听曲，灯如
昼，人如画，娥儿雪柳，笑语盈盈，借了黑夜的掩
护、光影的挑拨，森严的礼教大防终于暂时退避，

是古人难得的一缕浪漫。

春意已如许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正月中，天一生水。

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
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说雨水节气是东
风解冻化为雨，眼下冰雪是渐弱了，来的却又是
冻雨。

自2月7日以来，三湘大地便泡在绵绵不绝的
雨水中。漫天寒雨，满目阴云，南方人在东风里抖
抖索索，只怪春光过于吝啬。

然而这也是对雨水节气的一种误会。倘若低
头留心，便可见冻土早已返青，马兰头、荠菜已长
成早春美味；出得城去，可见长天归雁，温暖的气
流在召唤它们，而檫木一树一树地开花，是盛大
的春之先声。一切正应着雨水的物候：候雁北、草
木萌动。

萌动的又岂止是草木，人心更是早已活泛了，
一日比一日青翠，只要一缕春阳，便要共花争发。

有温暖，有爱，有生长，雨水元宵节，春意已
如许。

元宵一过，猪年春节就要落幕了。吃上一碗
热气腾腾、团团圆圆的元宵，愿花常开、人长久，
而天气总有雨过天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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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向

这个冬天，太阳屡屡“失联”，且阴雨
绵绵。

一则《寻人启事》在网上流传，寻找
“走失的太阳公公”， 段子转了一轮又一
轮，大家纷纷表示非常想念太阳，天空还
是没有一点放晴的意思。

据省气象局气候中心统计，这个冬季
已达冬酣标准（即“烂冬”）；根据目前的天
气趋势，重度冬酣已成定局。

现状： 平均日照为1951年
以来同期最低值， 再下6天雨，
就将达到重度冬酣标准

农历新年伊始，连绵阴雨，开年大剧
“流浪太阳”正在南方热映。事实上，这个
冬季，湖南经历了多轮连阴雨过程。

省气候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2
月1日以来（至2019年2月16日），全省气温
偏低，日照为历史同期最少，降水日数为
历史同期第二多。

“这个冬天重度冬酣几无悬念。”省气
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博士说。
冬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烂冬”，是指冬
季（按气候统计划分，目前常用的标准是
12月至次年2月为冬季）总雨日比常年多7
天或以上。其中，轻度冬酣是冬季降水日
比常年同期偏多7至10天， 中度冬酣是偏
多11至15天， 重度冬酣是偏多16天或以
上。

谢益军介绍，冬酣统计的是整个冬季
的雨日，全省多年平均冬季（12月至次年2
月）总雨日数是38.4天（1981-2010年30年
平均），而这个冬天截至2月18日，全省平
均雨日数已达49天，比多年平均整个冬季
总雨日数偏多10.6天，已经达到冬酣标准；
考虑到未来天气仍将以阴雨为主，湖南只
要再下6天雨，便将达到重度冬酣标准。

另据统计，2018年12月1日以来（至
2019年2月16日）， 全省平均气温6.0摄氏

度，较常年同期偏低0.6摄氏度；全省平均
降水量为168.4毫米 ， 较常年同期偏多
14.3%；全省平均日照为64.8小时，为1951
年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低值， 较常
年同期偏少126.9小时。

成因：南支槽影响，副热带
高压“助攻”，与南下的冷空气
相遇

老话说：“立冬有雨防烂冬。” 老话还
说：“立冬落雨会烂冬， 吃得柴尽米粮空。”
意思是如果立冬那天下雨， 这一年的冬天
就会严寒多雨，家里存储的粮食、柴火会被
用光。

记者翻看了一下去年的天气预报，
2018年11月7日立冬这天， 湖南大部分地
区还真的有雨。其实立冬时节，还远远没有
达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季标准（连续5天平
均气温降到10摄氏度以下），也不是气候统
计划分的冬季（12月至次年2月）。老话虽然
应验了，“烂冬” 形成的真实原因却与立冬
那场雨无关。

“持续偏强的冷空气和强盛的西南暖
湿气流源源不断在南方地区汇合， 导致我
省出现冬季罕见的持续低温阴雨寡照天
气。”谢益军博士分析，2018年9月以来，赤
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进入厄尔尼诺
状态， 有利于冬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
强偏西且稳定维持， 将海上的暖湿气流引
导到陆地上来； 在青藏高原南侧不断生成
的南支槽异常活跃，一路送来了印度洋、孟
加拉湾和南海的水汽；同时，这个冬季东亚
冬季风偏强，北极涛动以负位相为主，有利
于冷空气不断扩散南下。

南支槽强力影响，副热带高压“助攻”，
与南下的冷空气相遇， 湖南于是开启了连
日阴雨湿冷模式。

影响： 阴雨不断情绪不佳，
草木果蔬静待阳光

南方的“烂冬”过于湿冷，阴暗潮湿的

感觉缠绕不去， 仿佛头上都要长出蘑
菇来。如今“烂冬”天气虽然不至于可
怕得如同老话所说“柴尽米粮空”，但
带来的烦恼与不便仍旧少不了。

眼下正是草莓上市的时节， 望城
区雷锋镇成片的大棚草莓， 今年的产
量却大不如往年。种植大户彭佳说，雨
水多、 光照少， 今年的草莓很容易得
病，预计会减产两成。

草莓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正处
于抽薹开花期的油菜， 受低温阴雨影
响，生长发育进程较往年偏迟；蔬菜也
受到了影响，由于泥土过于潮湿，含氧
量低，导致根部“窒息死亡”。在湘西，
被冻坏的柑橘枝叶、果实亦不在少数。

连天寒雨何时休？打开天气预报，
未来一周内：小雨、雨夹雪、中雨、阵
雨、大雨……太阳的身影依旧难寻。

长沙市气象台气象工程师朱家亮
建议农民朋友， 油菜田要加强清沟沥
水； 前期未施硼肥或者有明显缺硼症
状的田块，于初花前喷施硼肥；苗情较
差且呈现明显缺肥症状的田块， 采取
叶面施肥方式补充肥料； 初花至盛花
初期，加强油菜菌核病防治。烟苗和露
地蔬菜，要加强园田管理，及时清理沟
渠排水防渍防冻；大棚蔬菜，水分管理
以维持为主，尽量不浇水或少浇水，采
取措施增温， 长期阴雨寡照还需采取
措施补光。

“耐心等待有利天气，适时开展瓜
果类蔬菜育苗工作， 不宜大量播种徒
增损失。”朱家亮说。

草木尚且如此，人何以堪？阴雨天
使人心情压抑、情绪低落，提醒大家注
意调节情绪，饮食起居要有规律，适当
参加体育锻炼以利体内湿气散发。在
连阴雨的天气里， 且让我们做自己的
太阳，与草木果蔬一起，加强管理，静
待晴天。

百日连阴雨，总有一朝晴，过完这
个2月，兴许就该“重见天日”了。

雨水元宵，春意如许
这个冬季为何成了“烂冬”

———气象专家解读连阴雨天气

荨荨（上接1版）
典型引路，请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 省扶贫办每月选取20名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典型人物，推出“脱贫攻坚群
英谱”，在主流媒体宣传推广；在贫困乡村，每
周推出“脱贫攻坚光荣榜”，张榜公示脱贫攻
坚中的先进村民。

上榜“脱贫攻坚群英谱”的炎陵县平乐村
党支部书记邓运成， 牵头成立黄桃专业合作
社，发动村民种植黄桃，黄桃产业成了平乐村
村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去年产值达400余
万元。上榜“脱贫攻坚光荣榜”的麻阳苗族自
治县楠木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泽勇，探索出“连
村联创、抱团攻坚”党建引领扶贫新模式，被
群众亲切地称为“抱团攻坚‘谭指挥’”。

在典型引路的同时， 全省贫困乡村纷纷
开展“道德模范评比”“文明家庭评选”等正向
激励活动，让村民们“比学赶超”，激发内生动
力。涟源市古塘乡申家村开展“道德模范、星
级创建”评比活动，从10个方面,� 每月对贫困
户的现实表现评星定级， 激发了贫困群众的
内生动力。

申家村贫困户康雄光过去有点懒。 在去
年5月份的“道德模范、星级创建”评比中，只
拿了3颗星，心里很不舒服。“道德模范、星级

创建”评比激起了康雄光的斗志，他学习养鸡
技术，开办了养鸡场，还积极参与村里公益事
务，在接下来的评比中，每月都拿到了6颗以
上的星，去年顺利脱贫摘帽。

统筹布局，扶贫产业遍布乡村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产业

扶贫成为我省精准扶贫的根本遵循， 各地纷
纷按下“快进键”。

省农业农村厅编制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产业扶贫的指导意见》，依托“百企千社万户”
现代农业发展工程、“百片千园万名” 科技兴
农工程， 因地制宜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主动参
与产业扶贫。

出台《湖南省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
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建设规划》《湖南省产业精
准扶贫规划》和特色产业项目等一系列政策，
支持扶贫产业项目发展， 按照人均投入帮扶
资金1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00元、扶贫
小额信贷资金6000元、 财政扶贫贴息资金
1000元、社会资金1000元)的标准，统筹布局
发展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区域特色产业。

以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为依托， 在全省布
局打造贫困地区七大千亿级农业特色主导产
业，实施产业扶贫项目5354个；在11个深度贫

困县布局发展柑橘、杨梅、茶叶、药材、畜牧五
大特色主导产业。全国产业精准扶贫现场会，
开到湖南，推广我省产业扶贫模式。

如今，扶贫产业遍布乡村。安化黑茶、保
靖黄金茶、古丈毛尖、石门银峰、沅陵碣滩茶、
桂东玲珑茶、泸溪椪柑、吉首猕猴桃、麻阳冰
糖橙、靖州杨梅以及中药材产业、旅游扶贫产
业等，已成为全省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柱。
全省51个贫困县， 县县都有2个以上特色产
业，贫困群众“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补齐短板，贫困乡村彰显美丽
2月15日，网民“我是一个小太阳”从十八

洞村旅游回来后，在网上留言：群山如黛，一
座座苗寨吊脚楼点缀其间，彰显了美丽，留住
了乡愁。

从当初的贫困村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十
八洞村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改善人居环境
时，不搞“高大上”项目，不搞大拆大建，注意
保持苗寨原有的景观风貌。 这一成功经验也
迅速在全省范围复制推广。

江永县勾蓝瑶村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时， 有村民提议， 将村里的石板路换成水泥
路，将民居改造成三层楼小洋房，被驻村工作
队否决。 勾蓝瑶村的石板路和独具特色的民
居全部保留了下来。正是这一做法，为勾蓝瑶
村日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奠定了基础， 该村
依托乡村旅游产业， 成为江永县独具特色的

“产业明星村”。
邵阳县云赵村在新修自来水工程时，对

原有水源造成了影响。 村民们将情况反映到
邵阳县政府后， 县里派出水利专员来村里考
察，并立即整改。

坚持不搞大拆大建， 注重留住乡愁与彰
显美丽相结合原则， 全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短板进一步补齐。水、电、路、房、通信、环境治
理“六到户”工程大力推进，危房改造、改厨、
改厕、改浴、改圈“五改”工程全面提质。截至
去年底，全省贫困地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1.1
万公里， 农村公路提前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
村100%通畅目标；完成了6920个贫困村的电
网改造，供电能力、供电质量有效提升；兴建
各类供水工程3000余处，解决了700多万农村
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 贫困村光纤网络覆盖
率达到100%。

1月23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新晃
侗族自治县华南村被授予湖南省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而1年前，华南村还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如今，由贫困村蝶变为美丽乡村的例
子在三湘大地越来越多。

合力攻坚，战斗堡垒越来越坚强
今年春节期间， 十八洞村村支书龙书伍

带领村支两委成员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为游
客疏导交通、提供服务。

党建活力激发脱贫动力。 十八洞村村支

两委换届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的劲头十足。村支两委成员干在实处，
村民记在心里。

去年4月， 一场特殊的专项述职视频会
议， 让全省14个市州的组织部长接受了一次
集体检阅。 述职主题就一个———如何充分发
挥组织部门职能作用， 促进打好打赢脱贫攻
坚战。

5年来，全省以村(居)两委换届为契机，一
手抓贫困村支部建设，一手建强带头人队伍，
一大批素质高、 年纪轻的优秀人才进入村级
组织班子，支部堡垒越来越坚强。据统计，目
前，全省村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为46岁左右，
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八成。

宁远县九嶷山瑶族自治乡新塘村， 人均
纯收入曾经不到2000元。 在外打工的陈阳九
被邀请回乡担任村支书， 带领村民办起了水
果产业合作社，去年销售额达108万元，全村
脱贫出列。

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形成合力。从村党支部
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县（市、区）委书记、市州委
书记到省委书记， 全省省市县乡村五级层层立
下军令状，形成了五级书记抓脱贫、全党动员促
攻坚的生动局面。出台驻村帮扶“二十一条”措
施，组织60多万名党员干部与贫困户开展结对
帮扶，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去年，全省选派
17733支工作队、56354名驻村干部参与新一轮
驻村帮扶，强化精准施策，严防帮扶死角。

精准扶贫，风起苗寨满潇湘

� � � � 2月18日下午，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演员在表演跨界融合舞台剧《加油吧！少年！》。当天至19日，
该剧院连续两天举行“幸福节日”惠民演出新年杂技晚会，为市民送上精彩的杂技新春大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杂技贺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