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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雪峰山下的隆回县羊古坳镇， 得益于种
植超级稻获得高产， 成了我省有名的“小粮
仓”。

2月15日，记者来到了该镇雷峰村。寒冷
的天气挡不住春天急切的脚步， 平坦的田野
里油菜长势喜人，铺就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
绿毯中间一排长长的房子上， 袁隆平院士题
写的“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科研基地”赫然
可见。这里，是官方2次宣布诞生世界稻谷最
高产量的地方。

沿着笔直的水泥路来到基地办公区，基
地负责人、党的十九大代表、有“超级农民”之
称的王化永迎了过来。 他引记者走进基地大
厅， 电子显示屏上醒目地打出一句祝福语：
“祝新时代的追梦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王化永说：“我是田间追梦人。新的一年，
我要以梦为马，扬鞭奋蹄。”他透露，为了多打
粮食、振兴农业，他今年有两大梦想。

“向每公顷产粮17吨进军”

1969年出生的王化永是羊古坳镇赵家
冲村人。今年春节，他是在基地过的年。他掰
指一算：“再过几天，我来到这里搞超级稻高
产攻关，就整整10年了！”

高中毕业后的王化永，从外出打工到自
办企业，走上了富裕路。正当生意红火时，他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种田。

王化永并非心血来潮。原来，多年来羊古
坳镇承担了袁隆平的超级稻高产攻关试验，
在先后实现亩产700公斤、800公斤后， 遭遇
增产瓶颈。困难之际，谁来扛起试验的大旗？
王化永站出来了。他告诉记者：“我小时候饿

过肚子。粮食生产太重要了！能参加超级稻高
产试验，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009年3月，王化永在土地、水利条件较
好的雷峰村承包156亩田， 进行超级稻高产
攻关试验， 成为全国通过流转土地进行超级
稻高产攻关试验第一人。

他虚心向袁隆平院士等专家请教， 认真
钻研、探索高产方法。2011年，王化永种植的
超级稻在全国率先突破平均亩产900公斤大
关， 提前4年实现超级稻第3期高产攻关目
标。2015年，又突破亩产1000公斤。王化永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当选为党
的十九大代表。

“今年我要继续实施超级稻高产攻关，向
每公顷产粮17吨进军。这是我最大的梦想，也
是袁院士的心愿。”王化永介绍，去年，隆回县
委书记王永红两次来基地调研、办公，为他落
实试验经费；今年农历正月初四，他电话向袁
院士拜年， 袁院士鼓励他继续把超级稻攻关
搞好，为国家多产粮。

“越往上走越难。春节期间，我在琢磨着
今年生产怎么搞。要按照袁院士讲的，在‘良
种、良法、良田、良人’上进一步狠下功夫。”王
化永说。

屋外， 王化永指着大片的油菜地说：“到
三四月开花就好看了！”种油菜是王化永培育
“良田”的手段之一。他从2013年起在基地推
行冬季油菜种植，不但改善了土壤，还美化了
乡村。

“让更多的人重视种田、支持
种田”

采访中，雷峰村村民刘光平来到了基地。
王化永介绍：“老刘现在是种田高手了！”刘光

平谦虚地说：“我是跟王代表学的。”
刘光平说，他在2015年加入王化永组建

的超级稻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前，他种的水
稻亩产只有五六百公斤。在合作社，他学到了
先进的种粮技术，产量大幅提高。去年，他种
的7亩超级稻亩产高达916.9公斤。 不但产量
高，还品质优。

“今年我准备将种植面积扩大到十七八
亩，租的地也谈妥了。”刘光平说。

王化永高兴地说：“太好了！ 今年我要给
你发奖。”

王化永告诉记者， 他今年的第二个梦想
就是“让更多的人重视种田、支持种田”。

“重视种田，就是要出更多的刘光平。”为
此，节后上班，王化永来到镇里，向镇党委书
记米成柱、镇长罗小艳建议，在全镇评选一批
爱农村、懂农业的优秀农民，在第2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时予以隆重表彰。

“有人支持，发展农业才更有底气。”王化
永还建议镇里成立“农业生产基金会”，用于
支持粮食生产，奖励种粮户。

“作为一个农民，我深知粮食生产、粮食
安全很重要。但现在种粮效益低，外出发展的
人也多，想种粮、会种粮的越来越少。怎么办?
仅靠政府补贴还不够， 还要动员社会资金来
支持种粮。”王化永介绍，他已和镇党委、镇政
府取得共识， 打算清明节期间协助镇里开一
个本地能人座谈会，动员他们支持建立“农业
生产基金会”。

镇人大主席聂小丰介绍， 支持父老乡亲
种粮增收，王化永身体力行。这2年，他创办的
合作社不仅给当地农民提供技术指导， 还以
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稻谷， 办米厂就地加
工，让乡亲们不愁种、不愁管、不愁卖，调动了
周边村民种粮积极性。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他乡容纳不下灵魂，故乡安置不了肉
身，一个叫家的地方找不到养家糊口的路，
能养家糊口的地方却安不了家……今年大
干一场，争取赚钱的路与幸福的家共存！”

2月17日，正月十三，与往年一样，返乡过
春节的田绪鑫携着妻儿、带上体弱老父亲和未
成家的兄弟，驾车启程去广东。回望亲切温暖
却又几近凋零的村寨，他临行前在微信朋友圈
里发出感慨，不舍与无奈中又坚定着希望。

不舍的是乡愁，无奈的是远行。但是田
绪鑫这次回乡收获很大： 在外打拼的族人
都回寨子了，大家一合计，决定依托乡村振
兴大好政策，彻底改变家乡面貌。

美丽村寨：人去楼空日凋零，
惟有春节存生气

腊月里， 远离故土而奔波的乡亲们如
候鸟般陆陆续续回到了靛棚湾。 桑植县边
远的河口乡栗洞村靛棚湾组，三面环山，两
条深山小溪汇集于此， 树木葱郁， 流水潺
潺。这里，蜿蜒石板路串起20多栋木质吊
脚楼，清新宁静。然而这样一个美丽村寨，
如今却凋零破败，一片荒凉。

2月6日，正月初二清晨，记者走进田
绪鑫的老房子，残瓦破壁，脚踩木地板还担
心随时塌陷。

“回来了还只进去看过一次。”田绪鑫
说，母亲早逝，60多岁的老父亲体弱多病，
无人照顾，只好随他去南方生活。虽在外打
拼18年小有收获， 但年年回村过春节，年
年吃饭住宿投亲靠友，极不方便也不舒心，

“想翻修，怕没有人住又会烂掉。”
在田绪鑫的堂兄田绪彬家屋场上，6

个堂兄弟的10间正房和两边的吊脚楼也
大部分破烂，但当年的辉煌气派依稀可见。
他说，这里曾经是寨子集会最热闹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屋场最多时住着50多人。

“现在没有一个人住了。”田绪彬告诉
记者， 一家全部劳力北上河北沧州务工，
80岁的老母亲也不敢一个人待了，情愿到
嫁在集镇的女儿家借住。

田绪彬一脸茫然：“兄弟们都快60岁
了，孩子们都在城里买房安家了。我们这些
农村人又不愿跟随孩子住，房子烂了，回家
养老的地方都没有。”

靛棚湾组31户共108人， 其中13户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平常只有10多个老人和
小孩在这里留守，只有春节大家返乡后，才
恢复一点人气。

“与外面大城市相比，其实这里是一个养
老的好地方。”随后，田绪鑫两兄弟带着记者沿
着寨外的梯子岩峡谷前行， 并向背后海拔800
米的云龙山攀爬。一路上，峡谷里植被繁茂，空
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一股清泉从山上飞奔
而下，小掬一口，比“农夫山泉”还要甜。

火坑会议：齐心协力建家乡，
脱贫致富奔小康

“真想每年回来有个舒适的地方住。”

田绪鑫一路念叨。
“既想在家里安安稳稳养老，又能有份

事做有点收入。” 田绪彬也提出自己的想
法。

看其愿望迫切， 记者于是拿出手机翻
阅新闻， 告诉他们：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迎来发展大好机遇。比如，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最新宣布， 启动农村住房建设
试点，广大农民有望住上宜居型农房。

记者还提示，桑龙高速公路即将动工，
离寨子不到5公里有个高速公路出口，4年
后张家界到寨子车程只有一个小时，“风景
这么好， 可以搭上旅游快车， 建设美丽乡
村。”

“对呀，交通好了，环境优美，肯定有城
里人来休闲体验，建民俗客栈、农家乐，大
家能在家门口挣钱。”田绪鑫笑着说。

“关键是大家要齐心。”田绪彬说，寨子
田家是大姓，何不召集一大家族商量一下？

说干就干。当晚，田绪彬弟弟田绪宏家
火坑屋柴火旺盛。10多户的老人、 兄弟姊
妹及晚辈20多人聚集一起商量“发展大
计”。

“成立一个农村合作社或者公司，大家
入股，共同努力，共同受益。”田绪鑫首先
说，每家每户今年努把力，拿出一部分启动
资金，做一个“田家大院”项目来规划，然后
依靠土地再融资， 依托国家政策改善基础
设施。

“宅基地统一规划，争取国家政策，建
房翻修统一土家特色， 合作社统一租赁承
包经营客栈和农家乐。”田绪彬说。

“我可以发展一个特色种植基地，为农
家乐供应天然蔬菜。”曾经的农活“好把式”
田绪钊信心满满。

“几个女的可以在湾里开个养殖
场，原生态的猪牛羊鸡鸭可以全包 ，保
证城里人喜爱 。”嫁出去的田兰娥也想
回乡干一场。

“可以对梯子岩峡谷进行旅游开发，配
套游泳池、花海基地、水果采摘基地、民俗
表演场地， 吸引城里人来寨子里休闲消
费。”在张家界做旅游营销的小伙子田江提
出自己的想法，“拉客进寨的事， 我最在
行。”

“大学实践调研过湖南、贵州很多美丽
村寨， 我负责拿出寨子发展的整个规划设
计方案。” 在外读大学的田巍拍着胸脯保
证。

“几个在外当厨师的， 负责农家乐餐
馆，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
你一言我一语，田巍一一记录。一个休

闲旅游、幸福养老、家门口脱贫赚钱的乡村
振兴项目计划渐渐清晰。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只要大家
齐心协力 ，未来一定越来越好 。”大家
激情高涨 ，对未来充满希望 ，凌晨 2时
还不愿散去 。 田绪鑫最后进行责任分
工，各司其职 ，并提出再大干一年，攒
足资金 ，今年底项目启动 ，争取在 4年
后桑龙高速公路开通的时候 ，“田家大
院”正式开张营业。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一，上午10时，寒
风凛冽，长沙市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路人瑟
瑟前行。

袁家岭的友谊商店， 身着西装的易勇停
下车，从尾箱提出4个大箱子，去看望他的“老
伙计”。

穿过温暖的商店内场， 从一个通道门进
入商店的外部区域，再进入一个小门，一台中
央空调系统设备就展现在眼前了。

这台机器就是易勇的“老伙计”———全国
第一台直燃式非电中央空调。

1992年， 正准备从郴州迁往长沙的
远大空调， 研制了这个中国当时史无前
例的产品。

“没厂房，没设备，资金不足，还没有生产
直燃机经验。”易勇说，27年前，就凭借总裁张
跃的一张图纸，送到一个军工厂加工制作，并
带领公司所有的员工， 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
的试制当中。

当时还只有27岁的易勇，函授自学了自
动化仪表专业，应聘到远大空调，便马上参与
这台空调的试制。

“给我们加工制作的军工厂，在郴州郊
外的一个偏僻山脚下，交通十分不便。在别
人单位搞试制和生产，异常艰难。总裁带领
大家，把试制现场当成自己的家，对直燃机
生产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都要仔细
检查、一一核对。每天都工作到凌晨，困了，
大家就在车间找个地方就地而眠， 醒来后
又接着干。”

终于， 全国首创的第一台直燃式非电
中央空调就这样诞生了， 并于1993年6月在
长沙友谊商店安装运行。

一边介绍，一边放下4个大箱子，易勇把
它们一一打开， 一个大箱子里装着烟气分析
仪和真空计， 一个装着扳手、 钳子等常规工
具，一个装着工作服和安全帽，另一个装着其
它工作用品。

脱下别着远大标识领针的西装， 换上工
作服与安全帽，易勇开始了机组的日常检修。

“这个季节要特别注意燃烧机正不正常，
要关注气压和尾气分析。”说着，易勇沿着扶
梯爬上燃烧机所在的位置将分析仪插进去，
一面自嘲：“原来一溜烟就爬上来了， 现在得
一步步走稳了。”

毕竟与“老伙计”相处了27年，易勇对它
的每个部件都了如指掌：“20多年来，我们不
断对设备进行了升级和保养， 所以和现在的
新机型性能也不相上下。”

在机房的一面墙上贴着两张“优秀节
能用户”的奖状，分别是2013年与2017年
的，2013年那张上面显示年燃料消耗为
22.5KWh/㎡ ， 而 2017年上面则显示为
11KWh/㎡，彰显着机器能耗的不断优化。

记者仔细观看了它的外观，漆色锃亮，几
乎和新机器一样。 易勇拉着记者来到隐藏在
机器与地面结合的底座部分， 才看到少许锈
迹， 易勇笑着说：“只有这里才能看出‘老伙
计’的真实年纪。”

这时，真空计的测试数值也出来了，上面
显示着840，易勇说这就是正常的数值。而关
于机组的任何参数和性能， 易勇也早已烂熟
于心。因为，从公司的第一代机型到现在的第
十二代机型， 他几乎全部都参与了调试、运
行、维护和保养。

“看着空调主机从过去体积庞大、全手动
操作、能耗高；到现在占地越来越少、无人化
操作、一体化组合、全自动运行、高效节能环

保。”易勇说，企业制造水平的进步，自己是真
真实实参与和看到的，“原来一台机器光调试
就要好多人，如今一个人就能轻松调试，也越
来越节能。”

易勇拿出手机，登录到服务APP平台，他
所服务管理的42台设备的运行情况就清楚显
示在上面：“只要某一个数值有问题， 我马上
就能知道，随时赶往现场。”

“50多岁还在一线做服务工程师，还吃
得消吗？”

“其实也挺累。”易勇说，有时新机组调试
的时候，几乎整晚都睡在机房。夏天有时要在
40摄氏度的露天屋顶，给机组灌溶液……个
中艰辛，难以言语。

2014年底， 长沙某市场发生特大火灾。
远大两台设备所在楼顶的机房， 也在大火中
烧毁坍塌。机组、泵组等倾斜损坏，冷却塔完
全烧毁，机组内开始流出溶液。若不及时处理
溴化锂，溶液必将全部流光。为了减少用户的
损失，易勇在用户的协助下，站在随时可能坍
塌的废墟上，不分昼夜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
把两台机组溶液排完， 为用户挽回了重大经
济损失。

“当时地面倾斜程度超过50度，房顶上
还不断有东西落下来， 生怕出现再次坍塌。”
现在回想起来，易勇仍心有余悸。

正是凭着这股精神， 易勇服务的设备一
直稳定运行。

2017年，友谊商店的这台“老伙计”，经
过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检测， 制冷量达
到96％以上，最高值可达到100％，意味着服
役20多年了，性能几乎没有任何衰减。

而远大空调也从“老伙计”出发，到现在
产品已经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一台台
“湖南制造”推向全球……

说话间，易勇已经完成“老伙计”所有的
检查和保养，脱下工作服，换上西装，整理好4
个箱子，去往下一个“伙计”处。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2月17日下午，细雨霏霏天气寒冷，位
于长沙市三湘南湖大市场的申斯达橱柜有
限公司，店内顾客盈门暖意融融。快人快语
的“80后”姑娘刘飞，作为公司党支部书记、
市场总监， 一下午就接了10多个电话……刘
飞虽然忙，心里却舒坦：公司今年的发展势
头，比前年和去年同时期都来得好。

“公司去年的业绩比前年增长了30%，
希望今年在去年基础上再增长30%。”定下
“小目标”，刘飞步履不停，在各部门办公室
来回穿梭， 记录在笔记本上的公司年后销
售数据也在不断更新……对刘飞来说，去
年是个丰收年， 因为公司产品受到越来越
多消费者的青睐， 更因为一直以来的诚信
经营，她收获了一项“金不换”的荣誉———
“长沙好人”。如今在三湘南湖大市场，刘飞
颇有名气。

“我们基本不打广告，单子都是靠顾客
一传十、十传百，介绍来的。”刘飞搞销售，
有的是底气———公司里，“最美诚信经营
户”“优秀服务奖” 等锦旗和奖牌挂了满满
一墙。“以诚信立身，顾客都认可你，就是最
好的广告。”

刘飞父亲是该公司董事长， 对女儿的
“生意经”，父亲十分认可。去年，长沙市装
修行业“地震”，该市家装行业巨头———苹
果装饰集团倒闭， 作为其子公司“泥巴公
社”的最大衣柜配套商，刘飞的生意亦被殃
及。不少客户在“泥巴公社”预定了刘飞公
司的衣柜，“地震”后，公司已收不回任何货
款。但当时不少订单正在施工，为给客户一
个交待，刘飞重新调货，以成本价出售同等
质量的产品，为客户减少损失。

那几笔生意，公司几百万元货款“打了
水漂”，损失惨重。接下来，刘飞又做出了一
个暖心举动： 给原苹果装饰集团失业员工
找工作，一部分招致麾下，另有一个近50
人的团队介绍给了创业中的朋友。

谈到女儿，父亲话匣子关不住，又给记
者举了一例。2017年11月， 刘飞接到一个
陌生来电：“我是5年前在你们这购买橱柜
的董先生啊，楼上水管漏水，把我家厨房给
泡了，你们能帮我将橱柜先拆下来，等楼上
水管搞好后再重新装上去吗？” 挂完电话，
刘飞立马协调售后， 短时间内就为客户解
决了问题。“董先生买的商品已不在保修
期，橱柜被泡也并非我们的责任，但客户遇
到困难，我们就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样
顾客才会信任我们， 市场才会认可我们。”
刘飞父亲说。

为对刘飞团队表示感谢， 董先生还特
意上门， 赠送了一面写着“优质服务铸诚
信，卓越品质铸品牌”的锦旗。

刘飞还有一个身份———三湘南湖大市
场诚信党建联盟秘书长。2016年5月， 在长
沙市湘湖管理局的推动下，三湘南湖大市场
诚信党建联盟正式成立， 目前这个联盟有
“两新”党组织34家，打破了过去“两新”组织
互不相识、各自为政的“僵局”。如今，大家定
期开展“红色沙龙”活动，交流诚信案例，一
起推动“红色市场”“诚信市场”建设。

作为“长沙好人”和秘书长，刘飞无疑是
这个联盟的核心。这些年，对于制假售劣、欺
诈顾客的商户， 诚信党建联盟坚决打击，记
入“诚信档案”，并定期公布诚信红黑榜，由
湘湖管理局清退记录不良者。根据消费者的
投诉率和满意度，诚信党建联盟每年评选出
10家“诚信门店”，还给他们“上牌”。

“三湘南湖大市场以诚信‘立市’，只有
大家共同努力， 市场才能越来越红火。”刘
飞说。2019年“湖南好人”的评选工作已启
动，刘飞名列其中，成为候选人。“特高兴，
我会继续努力，讲诚信、勤服务。”刘飞难掩
喜悦。

天色渐晚， 记者起身告辞。 走在市场
里， 一句话反复浮现记者脑中：“马先驯而
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这句话，就记在
刘飞笔记本的第一页。

“我是田间追梦人”
———“超级农民”王化永的新打算

乡愁，就是安安稳稳的幸福

“长沙好人”的生意经

“老伙计”今年二十七

2月17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村，侗族妇女在梳纱作业。近年，该县加强侗锦织造技艺的传
承与保护，开发侗锦文创产品，使得侗锦商品走俏市场，众多侗族妇女通过织锦实现了增收。 粟勇主 摄侗锦织造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