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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胡宇芬

这些孩子，都是初中学生，十四五岁稚嫩
的年龄，却批量爆出令人惊奇的发明、创新。

这所农村初中学校， 只有380多名学生，
却是湖南、 乃至全国中学生科技创新大赛赫
赫有名的劲旅。

该校连续10年， 参加各级中学生科技创
新大赛、全国发明展览会等，获得国际奖2个，
全国大奖16个，省级大奖43个；参赛长沙市、
宁乡市，获奖达388个。

3月8日，记者到宁乡市双江口中学，听校
长颜石坚讲述培育“少年发明家” 群体的故
事。

鱼住“鱼墅”，天天长肉

鱼塘有个通病，夏季水温高死鱼；冬季、
初春水温低，鱼群停止生长。学生彭树，家有2
口鱼塘，养鱼收益不高，有时还亏本。

兔子打洞鸟筑巢，老鼠螃蟹皆穴居，动物
都有“家”。家鱼是不是也应有个“家”？

彭树设想，给家鱼造一个安乐窝，鱼儿一
年365天，天天安逸、长肉。

老师邹建明、颜石坚指导，彭树着手给家
鱼造“鱼墅”。

彭树造的“鱼墅”，是在鱼塘僻静处，选十
分之一的水面，挖至水深3米，建造“生态鱼
窝”。

窝底上方，是阶梯式水域空间，用微电脑
调温、增氧、投食、遮阳、诱导。利用地下水冬
暖夏凉特点，夏季温度超过32摄氏度，自动抽
取地下水，给鱼窝降温；冬季低于9摄氏度，抽
取地下水升温。

“鱼墅”全自动控制，冬暖夏凉。鱼群一年
四季，在此“用餐”、休闲、避险、生长。

这项成果， 获2018年宋庆龄少年儿童发

明银奖、第10届国际发明展金奖和专项奖。对
全省几十万口“现役”鱼塘的构造而言，技术
上是创新性启示，能避免死鱼，显著提高家鱼
产量。

阻断水闸吸牛吸人

水库、山塘泄水，闸门吸力巨大，人吸进
去人死，牛吸进去牛死。

学生邓旻，住家附近有个小水库。一位小
伙子下水游泳，被强大的水压吸入泄水孔，年
轻的生命不幸终止。邓旻设想，创新一种安全
泄水闸。

邹建明老师指导，邓旻的“分压闸”做出
来了，是3个圆筒“套中套”组合结构，与坝体
分离，安装在水中。

外层圆筒，钻小孔；中层圆筒，钻中孔；内层
圆筒，钻大孔。小孔入水，等于或大于中孔、大孔
出水。内筒底部，置水道穿过坝体。内筒有圆柱
体作闸门，龙门架升降，关闸时滴水不漏。

这种“石破天惊”的闸门，物理分压原理
可靠。

外层圆筒孔小、水压小，避免了人畜吸入
溺亡，可防吸入杂物堵塞，防鱼类外逃。孔状
水流，有冲刷力，减少闸体泥沙污塞。

国内外坝体工程设计， 历来是闸、 坝合
一， 坝体单面承受水压。 分压闸缓解坝体受
压，大坝更稳定、安全。

这项成果，获多项国家级、省级中学生科
技创新大赛奖励。

空气“洗澡”，雾炮调温

廖剑强老师指导学生胡姝，发明“雾霾空
气液洗”装置：1.2小时内，约两个房间大小的
70立方米空气，PM2.5由128降到28， 中度污
染变成优良空气。

原理是， 将空气压入粘稠液体、 消毒液
体，清洗、粘附雾霾物，杀灭病菌。

这个装置，简易、廉价，适用于公园、广
场、交通路口、公共场所。

炎热的运动场上， 参加运动会的同学有
的热得晕倒。老师高文辉指导学生胡志强，发
明“体育场用多管喷雾炮”，自动监测、调节运
动场温度、湿度，消除雾霾，为运动员和观众，
营造舒适的环境，并节水、节电。

春季农家育种， 或因低温， 种子发霉腐
烂；或因温度过高，种子烧坏，严重耽误农时，
农民承受种子报废、粮食减产双重损失。

廖剑强指导学生廖钰佳，发明“双温控一
补水”稻种催芽温箱，自动探测、控制种子温
度、湿度，自动补水，为农民育种提供了廉价、
方便、可靠的设备。

学生周孜达， 发明《家用监控式护粮群
桩》，解决了农民晒谷、储粮的湿度、温度难
题。

学生刘神宝，发明《家用自控式种子保质
烘干装置》，保持生态温度烘干稻谷、小麦、黄
豆等种子，还可烘干中草药、制作干果干菜。

点燃激情，开发才智

“人人有创新的潜质，但不一定有强烈的
创新意识。”颜石坚说，学校要激发、培养学
生，成为有创新素质的真正人才，而不仅仅是

“会读书”的人。
该校学生，人人参加科技活动兴趣小组，

都是“创新社”社团会员。
校园里，28块黑板报，组成壮观的“科技

文化长廊”，每班两块；
班级教室里，黑板报“科技角”，每周一

换；
189块宣传板，遍布教学楼、大礼堂，传播

创新创造方法、知识产权法；
学校还辟有“院士墙”、航空航天科技展、

知识产权宣传栏、专利法橱窗。
“创新在我身边”“变废为宝”“走近创客，

体验创新”“我爱绿色生活”“体验科学， 快乐
成长”“非遗实践体验”“再生纸生产” ……学
生有丰富的主题活动， 学校成为全国青少年
科学体验活动示范学校。

“我们的学习成绩， 可能赶不上城市学
生，但我们在创新方面，是肯定没问题的。同
学们都有动手能力，过程很快乐。”一位女同
学非常自信地说。

创新教育立足教材、 课堂， 又将知识扩
展、发散。学生肖晗发明“风动式芝麻果实分
离”装置，运用了重力学、空气动力学、振动
学、蒸发等知识原理，采用了传感、微电脑控
制、筛选等技术方法。

精彩人生，始于创新

近年来， 双江口中学取得8项国家专利，
今年有2项专利正在申请。 有多项发明创新，
正在洽谈技术转让。

学生的几百项发明创新， 大多源自农村

生产、生活，服务三农，有使用和开发价值，可
转化为民用产品。

创新教育、知识产权教育，显著提升了该
校学生的综合素质。

每年，大批学生升入省级示范性高中，之
后考入北大、清华、人大等知名高校，有的成
为高能物理研究专家、工学博士、智慧城市专
家。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进入职校、普通大学
的学生，毕业后对发明创新兴趣浓厚，自创新
技术产品，开公司办实业，发家致富，带动父
老乡亲在家门口就业。

该校毕业生蒋华良，发明新式钓具，远销
东南亚、俄罗斯，公司安排几百人就业。

该校毕业生胡大为，发明智能地板，微信
远程控温，安全、省电；发明蓄能瓷砖，像夜明
珠一样自发光， 用于隧道、 地下工程； 发明
1mm以内超薄透明瓷砖， 硬度、 耐磨性更优
越，可直接覆盖在地面、墙壁老旧瓷砖上。

园丁之歌，冰心玉壶

北京和省里的创新教育名家，国防科大、
中南大学等名校的教授， 经常光临这所田野
上的学校，做科技创新讲座。

“科技正在改变世界，也改变教育。”颜石
坚说，科技创新要成为素质教育的突破点，培
养创新型人才。

“为农村孩子打开一片天地，让农村孩子
看到前途，将来才有出息。”廖剑强希望学生
增长才干，走向社会后成为实用型人才。

1997年起，他们建立了“举校体制”抓创
新教育，组建了“教练团队”，廖剑强任科技总
辅导员，20多年持之以恒；创建了长沙市青少
年科学工作室、科普工作e站；各年级、班级，
成立各类科技兴趣小组。

2006年开始，创新教育细化为学校“六项
工作”、个人“六个一”。“六项工作”是，每学期
一次科普报吿会，每年组织一次科技节，每班
订一份科普杂志等。

“六个一”是，每个学生写一篇科技小论文，
提出一项发明创新方案或申请一项专利， 制作
一件科技作品，向社会做一次科普宣传等。

近10年里， 该校又开
展知识产权的普及性教
育， 让学生明白了什么叫
知识经济， 什么是智力成
果。

“学生探究性学习、
合作性学习的能力普遍
提升， 发现问题头脑敏
锐， 解决问题如有神助，
成绩比以前好多了。学校
教风、学风特别浓厚。”廖
剑强说。

名师出高徒，廖剑强
也成为湖南和全国闻名
的科技创新教育专家，担
任多个省级、国家级相关
学会、协会职务。

学生长于探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会读书”变“会创新”———

双江口“盛产”少年发明家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苏
敏 唐星波）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公路工作会透
露，今年全省普通公路将继续成为交通建设的“主
战场”，计划投资249亿元，力争实现全省3.6万个
自然村全部通水泥(沥青)路，并对全省所有公路开
展超限超载治理。

省公路管理局局长张汉华介绍，去年，在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12项重点民生实事中， 涉及
公路建设的两项均超额完成。其中，完成自然村通

水泥（沥青） 路2.05万公里， 提质改造农村公路
8086公里。去年，全省公路治超工作走在了全国
前列，超限超载率稳控在全国前五。

今年， 我省公路资金项目政策将继续向贫困
落后地区倾斜。 计划完成干线公路投资136亿元，
新改建干线公路500公里；完成农村公路投资113
亿元，建设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1.5万公里、提
质改造农村公路5000公里。力争全省3.6万个25户
/100人以上自然村全部通水泥(沥青)路。

今年，全省所有公路均将开展超限超载治理。
普通公路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和高速公路收费站
入口超限检测设备、 重点货运源头企业称重设备
和监控设施将实现“全覆盖”，构建起全天候、多方
位、广视角的立体治超管理网络。力争全省公路超
限超载率控制在1%以内。

我省还将着力提升公路服务水平， 计划今年
建设普通公路服务设施62处， 确保服务设施的厕
所100%达到通水和通风条件。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卢小成 ）客运驾驶员疲劳驾驶、接打手机，应用

“人脸识别” 技术的智能监管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提醒。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道路运输工作会透
露，今年力争全省1.8万台“两客”（班线客运和旅
游客运）车辆全部安装智能监管系统，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提升道路运输安全保障水平。

据了解，智能监管系统相当于“电子眼”的升
级版。当摄像头捕捉到驾驶员打哈欠、打手机等
动作时，智能监管系统将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对其
进行分析，并实时对驾驶员进行语言报警：“您打
哈欠了，请注意休息”“您接打电话了，请专心驾
驶”。当车辆发生与前车距离太近、道路偏移等情
况时，均能发出警报。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张智勇介绍，去年以
来，我省着力推进营运车辆安全监管由“人海战
术”向“技防战术”转变，在142个一、二级客运站
的5个重点监控点，安装了高清视频监控设备，运
输企业行车责任事故数同比减少了25%，安全生
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陈凯军） 全省造林绿化工作
现场会今天在华容县召开。 会议部
署，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摒弃旧观念、树立新理念，突出抓好
在全省关键性的“点线带片”造林，为
建设生态强省提供绿色支撑。

省林业局局长胡长清介绍，全省
的点，就是长株潭生态绿心。长株潭
三市要认真履行绿心地区生态保护
修复职责，编制绿心地区林相改造规
划，开展高标准、多渠道的生态提质
行动， 使其成为绿化造林的亮点。其
他地区要将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复
绿作为焦点进行安排。

线上要建设高质量生态廊道。今

年的标志性工程就是着力推进163公
里长江岸线湖南段造林绿化，逐步改
善林分质量，打造兼具生态功能和景
观效应的“最美长江岸线”。

构建“一湖四水”全流域生态涵
养带。加快修复杨树砍伐迹地、岸线、
码头堆场侵占洲滩湿地，逐步恢复洞
庭湖湿地功能；“四水”方面，巩固、推
广退耕还林还湿试点成果，实施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试点工程，加强国家储
备林建设。

片上实施生态脆弱区复绿和人
口聚集地增绿。 协同推进石漠化区、
矿区等区域的生态修复；积极开展国
家、省森林城市创建，着力建设一批
秀美村庄。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黄婷
婷 通讯员 陈海晏）昨天召开的全省
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提出，全省供销
系统今年要着力深化改革，提升服务
能力，助力乡村振兴，推进高质量发
展。

湖南供销系统连续12年稳居全
国供销系统第一方阵。2018年，全省
供销系统完成购销总额3529.3亿元，
同比增长28.8%；实现利润38.2亿元，
同比增长51.8%， 在全国供销系统综
合业绩考核中， 湖南排名第二位，较
2017年提升两位。

会议部署，2019年，全省供销系

统要开拓经营服务新领域， 在农业
产业链延伸、品牌推广、产品流通上
积极作为，为打造千亿茶产业、千亿
水果产业及百亿蜂产业、 百亿食用
菌产业做出贡献；创新服务方式，参
与搭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探索开
展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服务，探
索建立土地流转电子交易平台，创
新土地流转服务方式； 完善线上线
下流通体系， 在冷链物流发展上取
得新突破，整合全省系统农资、电商
等网络资源， 打造县乡村三级物流
配送体系， 为农民提供家门口的便
利服务。

普通公路继续成为交通建设“主战场”

力争全省3.6万个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 � � �驾驶员打哈欠、 打手机，
可自动预警提醒

1.8万台客运车辆
将实现智能监管

提升服务能力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去年湖南供销系统综合业绩
在全国排名第二

全省造林绿化工作现场会部署

突出“点线带片”造林

■链接

双江口中学
部分荣誉

全国青少年科学实践活动优秀学校
全国农村科普活动优秀单位
全国中小学创造教育基地
全国未来科学家培养计划教育基地
省人民政府芙蓉创新奖
省青少年科技活动示范基地
省科技创新教育示范基地
省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单位

� � � � 2014年8月，廖剑强老师（左三）与学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高功率富铝锂电池在娄底量产
3月8日，位于娄底的湖南电将军新能源有限公司车间，工人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对富铝锂电池进行检

测。该公司于2016年开工建设，占地近300亩，总投资27亿多元，将建成年产12亿安时高功率高安全富铝
锂电池生产线，是省重点建设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王立三 摄影报道

� � � �“鱼墅”全自动控制室，发明人彭树。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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