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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中车株洲所完全自主研发智能轨道快运
系统，创建全球城市智轨列车生产基地；中车
电动推出“云控”系统，为5G公交装上聪慧“大
脑”；在中车株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首
列商用磁浮3.0版列车正在紧张研制中……

6月底，记者到株洲市蹲点调研，感受这座
老工业城市的新变化。 该市依靠科技创新建设
“中国动力谷”，推动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为主转
向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并以“主城区发展核”引
领“县城延伸走廊”链式联动发展，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装上了新引擎。

一退一进，新旧动能快速转换
6月24日，记者与株洲市工信、科技等部门

及园区负责人座谈， 他们将“中国动力谷”的
“动力”诠释为动力产业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成就了动力产业，而动力产业撑起了株洲工业
新的脊梁。

2013年7月，株洲提出打造“中国动力谷”的
战略构想：以转方式、调结构为宗旨，以最先进的
机车牵引引擎、最强大的航空动力引擎和最环保
的汽车动力引擎为核心助推器，着力打造当今的

“中国动力谷”和未来的“世界动力谷”。 当年12
月，“中国动力谷”纳入了国家科技部与湖南省政
府共建项目，上升为我省发展战略。 2014年8月，
株洲以打造“中国动力谷”为核心内容，与长沙、
湘潭一起，申报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得国
务院批复同意，成为全国第5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据介绍，近几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
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清水塘老工
业区261家重化工企业全部关停退出。 同时，大力
发展高科技产业。目前，已构建起以“中国动力谷”
为核心的“3+5+2”主导产业体系，即以轨道、航
空、汽车3大动力产业为主要助推器，培育电子信
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5大新兴
产业，改造升级陶瓷、服饰传统优势产业，推进与
之相关的16个产业链融合发展。 去年，株洲3大动
力产业实现总产值2550亿元，比上年增长16%，占
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72%。

一退一进，株洲新旧动能快速转换。

人才优先，强力推进创新发展
“一个轮毂式碳陶高速列车制动盘，比钢

材料轻70%，整车采用这种制动盘，可减重10
吨，制动水平提高150%。 ”6月25日，记者走进

“中国动力谷” 自主创新园世鑫新材料有限公
司，公司副总经理李鹏涛介绍，这种制动盘采
用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团队研制的高性能碳
陶复合材料，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预计不久能
实现产业化，可年创产值5亿元。

自主创新园重点建设“一圃两器”，即科研
成果承接苗圃和转化孵化器、应用加速器。 同
时，配套建设“一基地两中心多园区”，即建设
总部基地和公共技术中心、园区服务中心以及
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据介绍，自主创新园规划占地5382亩，总投
资约260亿元。 2015年8月开园至今，已开发建设
1000余亩，完成投资155亿元，入驻企业210多家，
有19所科研院校在园区设立了科研成果转化基
地，建成了国创轨道、国芯科技等先进制造业创新
中心，成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国科协海智
计划工作基地、国家级众创空间等。

发展靠创新，创新靠人才。 近年来，株洲市
先后出台“人才优先发展30条”等政策措施，为

“中国动力谷” 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 目
前，“中国动力谷”已培育和引进以11名院士为
首的国家级高端人才433名， 各类技术人才总
量已达20万人；创办各类技术创新平台389家，
其中国家级38家。

在“中国动力谷”高科汽配园，株洲华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他们与谭铁牛院士团
队合作建设智能感知与信息处理院士工作站，仅
3年时间，就申报了“大数据驱动的类人智能感知
与情感交互关键技术”等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研发经
费支持，公司已成长为全省的“小巨人”。

强链延链，加速全域产业振兴
建设“中国动力谷”，不仅发展了一批以3

大动力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企业， 而且以母子
式、链条式方式，育出了大批子公司，引进了大
批配套企业，其影响力不断向外扩展，加速了
株洲全域产业的振兴。

在株洲高新区， 中国中车一级子公司、全
球独具特色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中车电动，就是
去年从其母体中车株洲所脱胎而出的，现已成
为业内第一个获批的国家“智能工厂”示范项

目企业。 该公司提供的智慧城市交通体系全套
解决方案，为株洲高新区建设世界一流新能源
汽车产业园，注入了强大动力。

2016年落户株洲渌口经开区的时代先锋
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中车株洲所旗下时代
新材的一家子公司，建有年产3000吨芳纶材料
及制品、 电容隔膜材料与水处理基材生产线。
记者在其高性能芳纶材料生产车间看到，一条
智能化生产线长达192米， 但只需15位技术人
员操作，年创产值高达10亿元。 公司总经理陈
磊介绍， 其产品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已应用于中车株洲所自主研发的智轨列车和
青岛四方的单轨列车。

据介绍，“中国动力谷”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推进跨学科、跨领域集成创新，大力
培育新的创新型企业， 并通过建链、 强链、补
链、延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近3年来， 该市连续实施国家及省科技计划项
目328项，对接推进“百项科技成果转化工程”
项目400余项。今年1至5月，该市重点产业链项
目完成投资221.4亿元，同比增加6.7%。

■蹲点感言

抓住科技创新
这个“牛鼻子”

李文峰

在株洲，每天都有新变化。 这个新中国成
立后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 如今已脱胎换骨，
其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为主转向以高科技产业
为主，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多种要素支撑，但其根
基在实体，支撑在产业，动力在创新。近些年来，株
洲不仅痛下决心淘汰高耗能、 高污染、 高排放产
业，而且紧紧依靠科技创新，以最先进的机车牵引
引擎、 最强大的航空动力引擎和最环保的汽车动
力引擎为主要助推器，着力打造“中国动力谷”。以
“中国动力谷”为核心，通过建链、强链、补链、延
链，开枝散叶，培育“3+5+2”新的主导产业体系，为
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中国动力谷”的崛起，是株洲推动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的结果。 株洲的实践证
明，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牛鼻子”。

� � � �当前， 网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现
代人生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网络为人
们提供了更加高效快捷的人际交往、信
息资源和支付手段。 但同时网络也是一
把双刃剑， 网络在为人们提供方便快捷
的现代生活的同时， 也可能造成很多伤
害， 如沉迷于网络游戏、 各种诱惑欺诈
等， 未成年人由于其不成熟和鉴别力低
等原因，更易受到网络伤害。

2017年底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未成
年人互联网总体普及率高达98.1%。 同时，
网络成瘾和行为问题严峻， 进而导致学业
耽误、精神颓废、认知偏差、个性偏执、行为
失范，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违法行为……
以上种种， 不仅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更会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长远发展带
来巨大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也于2018年6
月将网络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 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 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课
题，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使命。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来帮助未成年人应对网络：

适度正确使用网络。 当前，互联网+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作
为现代社会的未成年人不可能完全摒弃
网络。 网络的丰富性与趣味性容易使孩
子沉迷其中， 网络已经成为现代孩子必
须要面对的一道坎。 大禹治水， 堵不如
疏， 网络亦然。 可以与孩子进行友好约
定， 在网络使用时间和使用内容等方面
进行约定，形成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有
利于未成年孩子的健康成长发展。

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 每个人都有
获得他人肯定的心理需要。事实证明，很
多未成年人之所以沉迷网络， 往往与现
实中的诸多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有关
系。 如沉迷网络的孩子往往是学习成绩
不好的孩子，由于学习成绩不好，他们在

现实生活中往往得不到老师的鼓励、家
长的认可和同学的接纳，其自尊心、自信
心和自豪感往往得不到满足。 但在虚拟
网络中他们通过不断地游戏得分打卡过
关，得到很多荣誉与赞赏，从而补偿性获
得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一边是批评
与责骂，一边是鲜花与掌声，长此以往，
网络沉迷也就形成了。 因此在现实生活
中让孩子获得自尊心、 自信心和自豪感
等心理需要成为帮助未成年人摆脱网瘾
的重要途径。如何帮助孩子获得自尊心、
自信心和自豪感？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不
以成绩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手段， 而是从
多方面来对孩子进行评价。 可能某个孩
子学习成绩不是很好， 但他有体育特长
或者有舞蹈爱好或者具备语言天赋等
等，让孩子从这些方面获得肯定，从而满
足其积极心理需要。

培养多种兴趣爱好。 沉迷网络的孩
子往往兴趣爱好单一甚至没有其他兴趣
爱好， 这也往往导致其难以在各个方面
获得认同与肯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
果孩子脱离网瘾，他可以干什么？注意培
养孩子的多种兴趣与爱好， 让即使沉迷
网络的孩子还有心可以驻留的地方，让
孩子发现除开虚拟的网络世界现实中还
有他感兴趣和美好的东西， 这将成为帮
助孩子脱离网瘾的重要力量。

多陪伴未成年人。 孩子的健康成长
离不开家长的陪伴。 从很多沉迷网络的
未成年人的案例中不难发现， 家长往往
很忙，疏于对孩子的呵护与引导，陪伴孩
子的时间较少。 未成年人正处于心智不
成熟和个性不稳定时期， 离开父母监护
和陪伴的孩子很容易受到社会的各种不
良资源和信息的诱惑，网络以其丰富性、
趣味性、 隐匿性等特点很容易吸引和诱
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也就从此开始了。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微档案】
欧正云，男，出生于1965年10月，宁乡

市喻家坳中学一级教师。 从教32年，欧正
云多次荣获宁乡市师德标兵、 优秀班主
任、“十佳”优秀党员、党建管理先进个人、
教学能手和长沙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7月3日清晨，太阳慢慢从山尖冒出，
朝霞洒满大地。 今年54岁的欧正云起床
后，打开肚子上的引流管，放掉昨晚睡前
灌入的透析液， 再重新灌入２公斤新的
透析液。近半小时的腹膜透析完成后，他
神采奕奕地往教学楼慢步走去。

他留着浅浅平头，晒得黝黑的脸上，
总是挂着笑容，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被肾
病折磨十多年、双肾衰竭的病人。

“工作是我的精神寄托，学生是我的
快乐源泉。 ”欧正云对记者说。

2日晚，长沙市中考成绩出炉。 尽管
他现在只担任初二的语文老师， 但初三
毕业班学生报喜的微信一直发到了凌
晨。这些学生是他初一教过的，查到分数
的第一时间，是和欧老师一起分享喜悦。

“学生喜欢他，乐意和他说心里话。 ”
喻家坳中学教学副校长王亚平说， 不论
是他教过的学生，还是没教过的学生，不
论是在办公室、走廊边，还是餐桌旁、树
荫下、 操场上， 孩子们都喜欢和他打招
呼、聊天。

从教30多年，欧正云担任了25年的
班主任，学校大部分的学生，他都能叫得
出名字。

“他们和我打招呼，我就问名字，多
聊几次就记住了。 遇到不爱打招呼的学
生，我就主动打招呼，总能聊上几句。 ”欧

正 云 把 自 己 当 成
“学生”， 为了能有
“共同语言”， 他会
记住孩子们讨论的
明星， 了解时下最
热的游戏。

他的手机屏幕
从来不设密码 ，因
为学生喜欢借他的
手 机 给 家 人 打 电
话。

有个叫余志伟
的学生， 作业完成
情况不太好， 经常
被老师留下来写作
业。 一次在吃饭时，
余志伟向欧正云袒

露了“心声”：他认为自己不像有的同学
为了避免老师处罚而去抄袭作业， 这种
诚实不应该被老师忽视， 他觉得太委
屈。 欧正云当即为他解开“心结”：诚实
是美德， 但诚实不能掩盖学习的懈怠，
诚实加上勤奋，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不留
遗憾……余志伟幡然醒悟， 彻底改变了
自己的想法。

生于斯，长于斯，除了外出读师范那
几年，欧正云一辈子都待在喻家坳乡，但
他双脚丈量的土地并不少。

喻家坳乡地处偏僻，与桃江县毗邻，
这里的家长外出务工多， 基本上是爷爷
奶奶在家照管孩子。 他每学期每个学生
家里要去两次，或者更多。喻家坳乡的10
多个村庄、30多个村民小组，他都如数家
珍。30多年来，他家访的路程加起来至少
上万公里， 换来的是40多个孩子的返校
复学成果。

扎根乡村教育， 欧正云就像一头老
黄牛，吃苦耐劳，默默耕耘。 即使在重病
需要休息期间，也不“缺位”。 2012年夏
天，欧正云晕倒在宿舍。在医院住院治疗
了一段时间，暑假结束后，他如期返回了
工作岗位。组织为了照顾他，想给他安排
轻松的工作，他毅然拒绝：“人要乐观，要
学会感恩， 我要在火热的生活中战胜疾
病！ ”

他讲课生动，课堂气氛活跃热烈，学
生们特别喜欢上他的课。 在2019年宁乡
市开学工作督查中，他的手写教案《恐龙
无处不在》被评为宁乡市优秀教案。

“再坚持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我的
教育生涯不能留下遗憾。 ”欧正云一边立
志站好最后几班岗， 一边把接力棒交给
女儿。 去年，在他的劝说下，女儿考上了
安化县的乡村教师。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姜鸿丽
通讯员 胡红霞 贺欣初

7月3日，湘北大地，烈日炎炎。 上午10时
许，记者见到石门县三圣乡白临桥村村民曾宏
杰时，他正躺在家里沙发上刷手机，不停地催
促快递员尽快发货，将干菌子送出大山。 母亲
郑继红在厨房里围着火炉炒枞菌，父亲曾祥兵
在旁边打下手，为下一批订单备货。

曾祥兵夫妇忙得全身是汗，脸上却洋溢着
喜悦， 因为他们的儿子曾宏杰越来越有出息
了。

这样的喜悦，20多年前，曾宏杰刚出生时，
家里也有过， 但好景不长。 在曾宏杰8个月大
时，曾祥兵给其洗澡，发现他的两条腿变形。 经
医院诊断，曾宏杰患上了罕见的“脆骨病”。 这
是一种先天性骨骼病，骨头易脆易断，无法站
立行走，只能躺着，翻身都可能骨折，身体也长
不高。 今年快21岁的曾宏杰，身高只有80多厘
米，体重10多公斤，成了长不大的“瓷娃娃”。

曾宏杰的家境不好。 在他未出生时，爷爷
就已偏瘫在床，父母为了照顾爷爷和他，一直
在家务农，收入微薄。 但全家人对曾宏杰关爱
有加，从不当面流露悲观情绪，还买了电视机，
让他好打发时间。

曾宏杰很争气，不能上学，通过看电视，学
会了说话和识字。 通过墙上一张拼音表，学会

用键盘敲字，玩起了电脑。 他至今都不会用手
写字，但玩电脑、玩手机玩得很“溜”，打字速度
比正常人还快。

2016年夏天，弟弟曾恒力考入县城的民办
初中，家里负担明显增加，曾宏杰想着应该为
家里做点什么。 这年，村里有返乡创业大学生
开办了淘宝店，帮村民在网上购买商品，送货
上门。

受其启发，曾宏杰决定做微商。 考虑到自
己行动不便，便只代销衣服，纯赚佣金。 他如同
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没日没夜地更新信息。 可
一个月过去了，网店静悄悄的，没有一单生意。

这年8月， 邻村的网络达人谢光明来到家
里看望他，被曾宏杰事迹感动，建议他代售当
地的土蜂蜜等特产试试，还将曾宏志的故事发
到网上，留下了微信二维码。 此举引起社会极
大的关注，第二天，曾宏杰的微信朋友圈暴增
400多人。不到半年时间，曾宏杰就卖出了60多
公斤土蜂蜜，提成1200多元。

初尝甜头后，曾宏杰打开了思路。 他认为
母亲做的酸辣椒、霉豆腐、腊肉、土家葛根粉非
常好吃，便让家人拍照，然后他发到自己朋友
圈，很快一售而空。 2017年，他给家里卖出了
200多公斤腊肉、500多瓶霉豆腐、5000多个蒿
子粑粑等土特产。

受益国家的扶贫政策，当地的物流配送越
来越发达。 曾宏杰不但卖自己家的土特产，而

且帮助乡亲销售。 腊肉、野生猕猴桃、土蜂蜜
等，他在微信里一“吆喝”，很快会有“回音”。

去年，曾宏杰和当地4位村民联手，一起成
立了湖南云谷农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他任法
人代表，专门销售家乡的农产品。 通过直播等
方式，仅橘子就卖出20多万公斤，纯利润2万多
元。 曾宏杰的公司还获得石门县首届柑橘电商
扶贫创意销售大赛活动二等奖。

因为曾宏杰的不懈努力， 且诚实守信，找
他购买土特产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曾宏杰父
母都在为他“打工”。 要收购多少特产，把快递
发到哪里， 蒿子粑粑要做成什么味道的等等，
都得听曾宏杰的“指挥”。

这些年， 曾宏杰为家里赚了近10万元，给
家里购置了空调，为父母换了手机，弟弟的学
费和生活费也解决了。 现在，他又加入村里的
合作社，投资黑猪生态养殖，由他父亲代为打
理。

曾宏杰没有上过一天学， 不能坐立行走，
但通过自己的勤劳，不懈奋斗，实现了自己的
人生价值。 今年64岁的村民高如楚说，村里很
多四肢健全的人都不如曾宏杰， 没他努力上
进，大家常常拿他教育身边人。

“感谢亲友和当今时代，让我躺着也能创
造财富。 ”告别时，曾宏杰说，弟弟今年考进重
点高中，生活费和学费他都准备好了，希望弟
弟比他更加努力，更加精彩，不负这个时代。

———记者蹲点见闻

关注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爱国情 奋斗者

正确疏导 理性应对网络

“学生是我的快乐源泉”
———记宁乡市喻家坳中学教师欧正云

为高质量发展装上新引擎
———看株洲如何依靠科技创新建好“中国动力谷”

“瓷娃娃”曾宏杰：别样人生也精彩

� � � � 7月4日，宁乡市喻家坳乡，欧正云（中）在学生家中走访。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宋乐平 摄

分享
阅读之美
7月8日晚， 老师们

在交流读书心得。 当天，
长沙市开福区图书馆与
清水塘二小在水风井社
区共同举办读书分享会
活动。 近年，开福区全力
推进“读书之城”及15分
钟阅读圈建设，打通群众
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 形成了覆盖全区的
文化服务网络。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胡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