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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李国斌）记者
今天获悉，由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明办、省文
化和旅游厅联合举办的湖南省首届“最美新
乡贤”评选结果揭晓，邓辅唐、夏昭炎、李元
成、黄祖示、金承乾、杨其凡、康雪林、胡孝阳、
魏仲珊、周新平等10人入选。

近年来， 全省各级各部门大力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构建弘扬新乡贤文化，切
实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头引领作
用，涌现出一批品德高尚、热爱家乡、造福桑

梓、事迹感人的新乡贤。2018年，3部门联合启
动湖南省首届“最美新乡贤”评选活动，至今
年3月结束，经各市县推荐、专家评审、实地考
察等环节， 邓辅唐等10人被授予“最美新乡
贤”称号。

深圳警备区原副司令员李元成退休后，回
到家乡桃源县马鬃岭镇刘炎村，带领村民将一
个贫困村发展为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湖南
科技大学教授夏昭炎，回到家乡攸县石羊塘镇
谭家垅村播种文化，村里形成了热衷于读书干

事创业的浓厚氛围……10名“最美新乡贤”，有
的助力乡村建设，有的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有的
坚定守护非遗文化，为当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认可。

据悉，各地将加大对新乡贤的宣传力度，
积极营造“立乡贤、学乡贤、做乡贤”的浓厚氛
围，引导大家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在全省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我省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动力和支持。

10人获评湖南省首届“最美新乡贤”

■链接

湖南省首届“最美新乡贤”名单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单位及职务 联点帮扶村

邓辅唐 男 1967.03 郴州小埠投资开发集团董事长 郴州市北湖区保和瑶族乡小埠村

夏昭炎 男 1935.10 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原副主任、 教授 （退休） 株洲市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村

李元成 男 1949.12 广东省深圳警备区原副司令员 （退休） 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镇刘炎村

黄祖示 男 1940.07 湖南省军区原副政委 （退休） 湘潭市韶山市清溪镇长湖村

金承乾 男 1941.06 沅陵县麻伊伏区公所退休干部、 沅陵县七甲坪镇老年大学校长 怀化市沅陵县七甲坪镇伍家社区

杨其凡 男 1948.11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街道八一村道德理事会名誉会长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街道八一村

康雪林 男 1962.12 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退休干部 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秋湖村

胡孝阳 男 1967.05 湖南省北马峰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湘潭市湘潭县花石镇天马山村

魏仲珊 男 1977.03 湖南德人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西洲乡裕民村

周新平 男 1963.02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衡阳市衡南县花桥镇上古村、 伞峰村、 麦元村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曹娴）在六
五环境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精心策划，组
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
动，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美丽新湖南，我们都是行动者。
6月5日， 湘潭市的200多名志愿者分组
来到沿江风光带开展净滩行动， 用实际
行动保护生态环境。“看着身边的环境越
来越好，我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市民
周新民已是第三次参加净滩行动， 他希
望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他们的队伍，共
护绿水青山。

环保组织携手爱心企业，为“守护好一
江碧水”出力。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与碧
桂园湖南区域，联动全省14个市州环保组

织、志愿者协会等与碧桂园各城市公司，一
起开展了捡垃圾、放鱼苗、环保知识科普、
文艺节目表演等活动。

郴州市在纪念六五环境日活动现场，
启动了“打赢蓝天保卫战”志愿服务活动，
宣读了《打赢蓝天保卫战倡议书》，讲述了
生态环保人和志愿者的感人故事， 将坚持
垃圾分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绿色发展
理念融入情景剧、小品等节目。

新邵县将六五环境日暨“美丽中国，我
是行动者” 守护好一江碧水志愿服务联合
行动启动仪式， 放在龙溪铺镇风井学校举
行。启动仪式上，该校被授予为“新邵县生
态环境教育基地”，这是全省首个获评生态
环境教育基地的乡村学校。

用行动共建美丽湖南
我省各地开展环境日纪念活动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任彬彬
薛瑞 记者 胡宇芬）世界环境日，保护水资
源。今天下午，“做蓝天碧水保护的捍卫者”
主题纪念活动在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
学举行。会上宣读了《“洞庭湖-琵琶湖”母
亲湖保护行动倡议》，倡议大家积极行动起
来， 携手探索出一条湖泊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让一湖清水世世代代得以保持。来自日
本滋贺县的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
知名专家等代表11人参会。

会上， 湖南省水资源研究和利用合作
中心主任张灿明、 日本滋贺县琵琶湖环境
部技监三和伸彦分别作关于中、日“洞庭
湖-琵琶湖”母亲湖保护方面的主旨报告。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项目专家川岛幸德作

日本水环境教育报告。 来自湖南师大附中
博才实验中学、湖南师范大学绿丝带协会、
湖南师大附属滨江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代表
分别作中国水环境教育成效报告， 与大家
共同分享了日本水环境保护经验在湖南落
地开花的成果。活动现场，还通过水质检测
设备展示、 动手实验操作和积极互动的形
式， 告诉学生们如何判断水资源的污染程
度、如何将保护水资源落实到行动中。

《“洞庭湖-琵琶湖”母亲湖保护行动
倡议》呼吁，爱水、惜水、节水、护水，爱护每
一种动物和植物，控制农药和化肥的使用，
加大垃圾分类和废水处理的力度， 加强政
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合
作，加强国内与国际交流合作等。

湘滋携手倡议“洞庭湖-琵琶湖”
母亲湖保护行动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任彬彬 薛瑞）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实
施3年的中日政府间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
目“湖南省洞庭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改善”，
在长沙举行了成果汇报会。 日本国际协力
机构中国事务所次长糟谷良久在致辞中表
示， 这个项目在滋贺县和湖南省的共同努
力下硕果累累。

“湖南省洞庭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改善”
项目是湖南省和日本滋贺县开展水环境领
域科技合作的典范之一。 该项目由日本国
际协力机构投入资金2900万日元（约合人
民币175万元），实施过程中共派出日方专
家来华25人次，累计在华164天，中方也选
派了4批次、24人次骨干技术人员赴日学
习交流。通过管理方法与经验传授、技术交
流与环境教育培训、水质检测设备赠送、环
保教育课程设计、环保教育实践等活动，长

沙市望城区光明村、益阳沅江市三眼塘村、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滨江学校、 湖南师大附
中博才实验中学等充分受益。如光明村实
施垃圾分类后，全村每月垃圾量由以前的
60多吨变为不到10吨，全面推广“三池一
地一沟渠”技术，今年将全部建成三格化
粪池，修建6处共3000余米生态拦截沟渠，
有效解决了因生活污水直排引发的农村
水体污染土壤问题。湖南省水资源研究和
利用合作中心主任张灿明介绍，下阶段湖
南将把该项目构建的新模式和积累的丰
富经验进一步推广普及到湖南的其他地
区乃至全国。

据悉，此次汇报会由湖南省科技厅、湖
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日本国际协力
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滋贺县琵琶湖环
境部共同指导， 湖南省水资源研究和利用
合作中心、淡海环境保全财团联合承办。

湖南省和日本滋贺县合作
“湖南省洞庭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改善”

项目取得硕果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张缤）今天，湘潭县（湘潭天易经开区）
举行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竣工仪式，总
投资近50亿元。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竣工项目中，新开
工的项目共15个，总投资27.5亿元，包括胖
哥耀晨总部新生产基地、网营物联、方众机
械、双禾米业仓储精选配送基地项目等；竣
工项目共19个，总投资20.5亿元，包括广州
酒家利口福生产基地一期、 五洲通新生产

基地二期、诺伯特高温设备生产项目、柏屹
创新产业园二期及投产项目等。

近年来， 湘潭县突出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大招
商、培育大产业、实现大发展。去年，该县
入选全国幸福百县 , 并跻身我省经济十
强县（市）。同时，湘潭天易经开区作为县
域经济核心增长极， 去年技工贸总收入
突破千亿元， 正朝着国家级经开区快速
迈进。

湘潭县34个项目开竣工
总投资近50亿元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唐春晖） 今天，记者从衡阳县政府获
悉， 衡阳县政府与广东肇庆市将军陶瓷有
限公司新型建材项目签约。 将军陶瓷正式
落户衡阳县陶瓷工业园， 建成后年产值将
达20亿元。

据介绍，将军陶瓷企业是中国陶瓷十强

企业，此次项目总投资23亿元，建设12条高
档陶瓷生产线， 项目建成后税收将超亿元。
据悉，该项目入驻的衡阳县陶瓷工业园成立
于2015年， 是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陶瓷专
业园区。园区规划为湘南承接陶瓷产业转移
示范基地、 全国陶瓷泥标准化研发先导区、
省发展循环经济示范产业园区。

将军陶瓷落户衡阳县陶瓷工业园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旋转、跳跃，微笑、致谢……6月1日，在长
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举办的儿童节文艺汇
演中，一群活泼可爱孩子的舞蹈，收获了阵阵
掌声。掌声背后，人们很难想象他们是听障儿
童， 均来自雨花区爱丽聋儿听力言语康复中
心。

中心负责人刘艾伦是这群孩子的“刘妈
妈”。与大家印象中的轻声细语、温柔细腻的
小学老师不同，刘艾伦穿着运动鞋，大嗓门，
行事风风火火。

指挥列队、组织表演，刘艾伦忙个不停。
望着孩子们台上的表演， 这位干练的“孩子
王”眼眶湿润地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
每个有听力障碍的孩子都能融入社会， 开心
生活。”

关掉摊位，继续当“孩子王”
刘艾伦的从小志向是做“孩子王”。然而,

2000年，由于小孩体质较差,经常生病，刘艾
伦经常跑医院， 沉重的医药费开支让家庭日
渐拮据。 刘艾伦不得不辞掉宁乡乡村教师的
工作，来到长沙南门口菜市场贩起了小菜。

凭借勤劳和开朗的性格， 刘艾伦生意不
错。只是闲暇之余，看着压在零钱箱里的一本
本教师荣誉证书，刘艾伦怅然若失。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还是喜欢做老
师。”两年后，刘艾伦果断关掉摊位，应聘到一
家听障康养学校做老师。

这是刘艾伦首次接触听障儿童， 挑战不
小。

双手握拳，伸出大拇指，手臂拉开，嘴型
张大：“啊———”有时，刘艾伦用夸张的手势为
孩子们做着训练。也有时，刘艾伦遮住嘴唇，
拉着学生的手放在自己喉部， 让他们感受发
音部位的震动。

为刺激学生听力神经， 刘艾伦甚至会动
用锣鼓敲击。她笑着说：“有时声音过大，还引
起邻居投诉。”

刘艾伦也有过迷茫。“刚开始我都觉得自
己成了‘复读机’，但孩子们还是不知所措。”
而在一次次地重复，一遍遍地练习呼吸、发音
后，“当孩子们能准确地说出一个词， 那份喜
悦是无与伦比的。”

“与这些听障儿童相比，我觉得我的小孩
很幸福。这也坚定了我继续当‘孩子王’的想
法：我要追求我的社会价值,我想让他们也获
得幸福。”

是温柔的“妈妈”，也是泼辣的园长
奋斗了几年， 刘艾伦积累了经验。2004

年，刘艾伦决定“单干”，创办了爱丽聋儿听力
言语康复中心,当个真正的“孩子王”。

对学生来说，刘艾伦是他们最亲切、最细
心的“刘妈妈”。对家庭贫困的学生，刘艾伦减
免学费和生活费；对自理能力差的学生，刘艾
伦吃住都将他们带在自己身边。

但对家长和一些助听设备经销商来说，
刘艾伦是泼辣的园长。

她强调家长必须全程参与。“老师只起到
示范和引领作用， 家长的陪伴才是最重要
的。”对一些“甩手掌柜”型的家长，刘艾伦甚
至拒绝接收学生。

对一些助听设备经销商来说， 刘艾伦是
“难搞定的园长”。对于业内存在的推荐设备、
拿回扣的陋习，刘艾伦深恶痛绝。如发现引导
学生购买不符合自身条件设备的行为， 刘艾
伦直接斥责：“你们不能坑人， 要确保学生购
买的设备能真正对他们有用。”

办学15年, 刘艾伦的付出得到了社会认
可。2011年，刘艾伦获得“湖南省扶残助残先
进个人” 称号, 今年4月提名雨花区爱岗敬业
道德模范；学校也被授予“长沙市实施为民办
实事救助工程先进单位”,2018年11月获长沙
市善行四十佳“十佳爱心机构”。

“这些年来，我完成了从老师到管理者、
服务者角色的转变。 忙碌的节奏忽视了对家
人的照顾。”谈及家庭，刘艾伦声音哽咽，顿了
顿后补充道,“但如果时间回到2004年， 我不
后悔我的选择!”

刘艾伦：“孩子王”的孩子情爱国情 奋斗者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张文俊）今天下午，省防指召开防汛会商会，
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 安排部署近期强降
雨防范工作。

据省气象台预报， 未来10天雨带一直在
我省维持，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6
日至8日湘中以北有强降水过程发生，9日至
10日强降水位于湘中以南， 并伴有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性天气。10天累计雨量湘中偏北、湘
西南大部分地区为140毫米至180毫米， 局地
可达250毫米，其他地区70毫米至100毫米。

会商会议指出， 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
长、范围广、强度大，且恰逢高考和端午小长

假，全省上下务必高度警觉、高度重视，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
识，以万全的准备，防止万一的发生，要严之
又严、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地做好各项防范应
对工作。

会商会议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
密监控雨情、 水情， 分析研判可能造成的
不利影响， 有的放矢， 制定有针对性的防
范措施。要紧盯高考日、节假日、龙舟比赛
等重大活动举办日及后半夜人员易疲惫时
段，把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城
镇内涝点、 尾矿库、 矿山等高风险区域的
巡查防守和避灾转移工作切实部署到位。

要把高考考生 、 考点的安全摆在重要位
置 ， 决不能因强降雨影响高考的正常秩
序。要及时发现险情，科学果断处置。遇紧
急情况时， 要提前转移在建项目、 旅游景
区、工矿企业、学校等重点地区人员，确保
人员安全，减少财产损失。

会商会议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
加强值班值守工作， 坚持24小时值班备勤和
领导带班制度，强化信息搜集和报送，确保面
上情况及时掌握、重要信息及时上报、紧急情
况及时应对。有防汛责任的各级行政领导、技
术责任人、管护责任人等，都必须坚守岗位，
组织力量防范和应对强降雨。

强降雨恰逢高考和端午小长假，省防指要求：

以万全的准备，防止万一的发生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何俊明 廖蔚佳）从今天起，为期两
天的第二届创新湖南高峰论坛在醴陵举
办， 吸引全国智能制造领军企业负责人及
专家学者300余人赴会。

本次论坛由省科技厅、省工信厅、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是我省科技活动周重大
活动之一。此次论坛以“区域科技创新与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展论坛、峰会及走进重
点智能制造企业参观调研等系列活动，集中
展示我省科技创新辉煌成就，深入探讨区域
科技创新对推动湖南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
的重大意义，助力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举行的论坛上， 湖南创新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曾世宏发表了“区域高质量

发展应该怎样进行科技创新”的主旨演讲。
曾世宏提出，大力发展制造业，要坚持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个性制造、自主制造“四位
一体”发展方向，注重发挥市场微观主体累
积性创新的积极性，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省内外10余名“科技达人”现场分享
先进科技理念和全新观点。三一集团、山河
智能、 时代金属等智能制造企业报告了各
自创新成功的案例， 为论坛提供了极具价
值的产业实践经验。

活动现场还介绍了“创新湖南 科技强
省耀三湘”首发情况，并宣读了创新湖南主
题宣传暨2017-2018年度湖南百县科技创
新成果宣传展示活动获奖名单。

第二届创新湖南高峰论坛在醴陵举办
“科技达人”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献策

6月4日，衡阳县第一
中学的高三毕业生们在
教室安静地早自习。当
天，距离2019年全国高考
还有3天。 该中学的高三
毕业生正在进行中学时
代最后一次集体早自习，
同学们像平时一样安静
地复习功课，迎接高考的
到来。
文春 曹正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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