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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晔 肖烈

“谷老，走，我们一起去项目上看看！”8月
6日一大早，家住湘乡市龙洞镇泉湖村的许玲
带上本子和笔，叫上同村73岁的谷正平一起，
来到了离家只有500米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现场。

“二号炉正常运行，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等环保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 没有出
现超标现象。”谷正平盯着厂区门口立着的电
子显示屏上公布的焚烧线生产状态、 烟气在
线监测等实时数据仔细观察。 一旁的许玲则
将信息及时记录在册， 并拍照发到了村民们
的微信上。

湘乡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属于湖南
省“两供两治”实施项目和国家第二批PPP示
范项目，项目规划用地120亩，计划投资4.01
亿元，是湘潭市唯一在建、湖南省县级区域首
个开工建设并投入试运行的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

该项目采用国际最先进工艺流程， 且排
放达到欧盟标准。 正式运行后， 日处理垃圾
500吨以上，年发电量可达5741万千瓦时，相
当于2万个家庭1年的用电量。

长期以来，垃圾焚烧项目屡遭公众质疑，
一边是“垃圾围城”，一边是“邻避效应”，垃圾
焚烧进退两难， 步履维艰。 如何消除百姓疑
虑，让项目取信于民？

“除了技术因素外，关键还在于配套的环
保监管、公众参与、社会监督，要让百姓参与
到项目建设和运行的全过程。”湘乡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文建明说， 在项
目推进过程中， 该市没有出现一起投诉上访
现象，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

记录完数据信息， 谷正平和许玲带着记
者走进厂区内。“以前我们也不支持建这个项
目，担心会污染环境，谁愿意看到村子里又脏
又臭？”许玲说，“后来政府带着我们一起去外
地参观学习， 当地的垃圾焚烧厂不仅闻不着
味，看不见烟，而且还环境优美，就像现在我
们村里的这个一样。”

尽管如此，村民们对这个项目仍然持“谨
慎”态度。项目一进场，泉湖村的村民们就自
发选举了几位村民代表当“监理”，谷正平和
许玲就是其中的两位。“监理” 们轮流负责记
录项目每天的建设进度情况， 看机器是否运
行正常，环保指标是否达标等。

“自2017年12月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
们没有发现一例建设不合规或指标不达标情

况。”许玲告诉记者，这无疑给村民们吃下了一
颗“定心丸”。

“村民们对项目的了解，就像了解自己的家
一样。”谷正平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一栋栋
厂房，“喏，你看，那边就是垃圾焚烧厂房，旁边
是烟气净化和灰渣处理， 这边是渗滤液处理
……”

“谷老，你们来啦！”这时，项目运营方、现代
光大环保能源（湘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辉迎
了上来。他告诉记者，项目的所有烟气排放数据
都实行在线公布，“监理”们不仅可以实时查看，
还可以走进厂房和车间， 对垃圾焚烧发电的各
个环节进行监督。

据了解，目前，湘乡城区及周边每天产生的
生活垃圾约370吨左右， 填埋处理费用近4万
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运营后，不但可满足湘乡
和韶山两地的垃圾处理需求， 每天仅发电就可
产生约15万元的收益。从花4万元到赚15万元，
“变废为宝”效益十分可观。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南地区县域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新标杆。”曾辉说，“计划
将厂区打造成环保教育、环保科普、工业旅游
和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一旁的谷正平听了，
连忙笑着说：“那到时候我们更要常来溜达溜
达！”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欧阳昌云

8月5日， 一群游客在蓝山县毛俊镇洋田
村欣赏五彩稻田画。 一块块平整的稻田阡陌
纵横，紫、黑、黄、白、绿等各色水稻相互穿插
组合，拼出“乡村振兴”“祖国万岁”等字样，并
伴有青蛙、拖拉机、镰刀、五角星、笑脸等图
案。新奇的稻田画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寂静的
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

“这些稻田画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种植
大户刘云发自豪地说。今年初，为发展乡村旅
游，展示当地特有的“五香五色五彩稻”，经过
精心设计图稿，采取一线定点法施工栽植，终
于在稻田里“绘”出五色斑斓的图案。

今年53岁的刘云发已从事优质稻育
种研究、推广30多年，曾跟随中国农科院
作物所陈建三研究员在海南学习水稻育
种， 积累了丰富的优质稻育种研发经验。

2015年， 他从一家知名粮企辞职返乡，在
蓝山开发“五香五色五彩稻”。通过对全国
各地科研院校的地方水稻品种进行征集筛
选，刘云发集了植株呈红彩、黄彩、白彩、紫
彩、黑彩等5种色彩的水稻品种。

“我们不仅要大米好看，还要好吃、有
营养。”刘云发说，他种植的红米、黑米、紫
米富含天然花青素，铁、锌等微量元素高于
普通水稻。 研发出来的富含氨基丁酸的巨
胚稻， 满足人们对营养健康的高档大米的
需求。去年，刘云发种下250亩彩稻，销往
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等地， 每公斤大米卖
到18元，纯收入60多万元。今年，他把种植
面积扩大到500多亩，收入有望翻一番。

“用黑糯米酿黑糊酒， 口感更好。”最
近， 刘云发还与蓝山县林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签订协议，实行农企对接，供应黑糯米
用于酿造特色黑糊酒，发展彩米深加工，延
长彩稻产业链条。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任泽旺）8月5日， 记者从江永县女书
文化研究管理中心获悉， 该县通过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的“女书”
及图形商标，在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加
拿大等7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注册。该马德里
国际商标涉及货运、礼品包装、学校、教学、
研讨、展览等19项内容。根据《商标国际注
册马德里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有关议定书》规定，在马德里联盟成员国间
注册的商标，在成员国之间得到保护。

女书是江永县上江圩镇一带， 以妇女
专用的特殊表音文字为核心， 以女字、女
歌、女红及民俗活动构建的社会文化现象。
此前，有人曾抢注过“女书”商标，后来，江
永县积极维权并取得成功。近年来，该县进
一步保护女书文化，制定《江永女书抢救、
保护规划（2004-2020）》，注册“女书”马德
里国际商标是其中的重要工作， 这不仅能
防止他人抢注“女书”商标和制止仿冒等侵
权行为，并能借助商标专用权、创建世界驰
名商标，扩展女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8月6日，记者从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
区公安分局了解到，该区西溪坪派出所成
功抓获一名在贵州铜仁故意伤害致3人死
亡、 潜逃达34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张某
毛。

7月29日早上8时30分左右，西溪坪派出
所接到渡口社区村民报警， 称在渡船坡上一

处果园附近，有一名60多岁的男子藏匿在石
墙内，几次找老百姓讨水喝，看上去像个拾荒
者，神色可疑。

接警后，该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渡船坡，
烈日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索， 终于在一处
隐秘的树丛当中找到了“拾荒者”张某毛。经
询问，得知其身上竟背负3条命案，民警立即
将其带到所里审问。

由于年代久远，早已成为“黑户”的张某

毛未进入户籍系统，民警查询身份信息无果，最
终通过让其查看地图确认户籍地， 并与当地公
安联系，反复核实比对后，才得以初步摸清张某
毛的身份信息和犯罪事实。

审问中， 张某毛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1985年腊月的一天夜晚， 家住贵州铜仁的
张某毛因与妻子感情不和产生口角， 用斧头将
妻子砍死。随后，又凶残地将同时在家的妻弟、
妻妹砍死。之后，他一直逃逸，音讯全无，直至此
次落网。

目前，张某毛已移交铜仁当地公安机关，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老百姓当起项目“监理”
———全省县级区域首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试运行见闻

湖南日报8月6日讯（通讯员 林兰薰 记
者 李治）长沙县北山镇地形复杂，既有高山，
又有低洼沟壑，武广高铁在此过境路线长，有
什么秘诀能保证9年零事故？近日，广西铁路
护路联防干部赴湖南省学习交流现场会在此
召开，北山镇作微信护路经验介绍。

北山镇护路微信平台现有群成员58人，

近3年借助平台发现并消除各类涉铁安全隐
患400多起，连续9年实现“零事故，零案件，
零破坏”的目标。今年初，护路志愿者在巡查
时发现， 新桥社区牛栏塘组常满爹承包了组
上几亩山林，买来一彩钢瓦砌围墙，距高铁护
栏仅一条马路之隔，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志
愿者立即在护路微信平台报告， 镇护路办看

到信息后立即调度，随后责任段高铁志愿者、护
路辅警、村治调主任现场做村民思想工作，并帮
主家投工投劳改用水泥砖砌围墙， 彩钢瓦隐患
彻底排除，确保了高铁运输安全。

在微信护路工作中，“群主”发挥“领头羊”
作用、“核心骨干”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
“拉线织网”，将部门工作人员、义务护路队员、
爱路护路群众等吸收入护路微信群， 壮大护路
联防队伍，提升路地联动效能。北山镇完善奖惩
机制，加强护路宣传，及时调度处理隐患，多措
并举，实现联防、联排、联控、联调，切实保障铁
路畅通和村民平安。

微信护路保平安
长沙县北山镇连续9年涉铁“零事故零案件零破坏”

拾荒者竟是杀人犯，潜逃34年终落网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何雯 杨能广

近日， 谢意诚被评为新邵县优秀放映
员，这是对他42年坚守山村放电影的肯定。

42年来，谢意诚跋山涉水，在当地25个
村来来回回跑，共放了1万多场电影，他也
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

8月6日， 记者见到了将一生献给农村
电影放映事业的谢意诚。 他今年68岁，从
1977年初开始放电影，直到今年初，才因身
体原因将电影放映工作交了出来。

家住新邵县大新镇龙口溪社区的谢意
诚，是上世纪6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1977年
初，他被选为当时公社的电影放映员。那个
时候， 放映电影对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具有
重要作用，谢意诚深感责任重大，全身心投
入到电影放映中。

龙口溪境内山高林密， 村民大多散居
在高山峡谷。当时公社有25个大队，大队与

大队间隔得远，每个大队每月至少放一次，
一次放两部电影加一个短片。 以前村里没
通电，也没有运输车辆，放映机、幕布、发电
机等设备加起来有近100公斤，全靠谢意诚
与一名搭档肩扛手提。

“乡亲们看电影很开心，但放电影很辛
苦。”谢意诚告诉记者，“跋山涉水、披星戴
月，睡百家床、吃百家饭”是他工作的写照。
有时一个月只有一两天在家， 其他时间都
在外放映。

“父亲每次回来灰头土脸的，尤其在冬
天， 山路结冰摔倒是常事， 回来身上全湿
了。”谢意诚女儿谢海蓉说，父亲腿上至今
留有陈年旧伤。

放映在晚上，结束晚了只能借宿村里。
一个夏夜，在大溪大队放完电影，谢意诚睡
在村民家中。睡到半夜，他忽然感到肩膀处
发凉，一摸发现是一条大蛇，他吓得后半夜
再没睡着。

龙口溪的板子山有新邵县“青藏高

原”之称。一个寒冷的冬天，为了让板子山的
百姓尽早看到当年很火的电影《刘三姐》，谢
意诚在转完2个场后，不顾天冷路滑夜黑，和
搭档翻山越岭， 高一脚低一脚赶到板子山。
看到近千名冒着严寒翘首等候的村民，谢意
诚和搭档来不及喘口气， 一个拉绳发电，一
个调试放映。“多谢了， 多谢乡亲们……”很
快，刘三姐优美动听的山歌回荡在板子山的
夜空。 那天转3个场， 他们走了10多公里山
路。

放映虽辛苦， 但谢意诚到各村都很受欢
迎。“像村里来了‘明星’一样。”谢意诚笑着
说。之所以受欢迎，谢意诚还有诀窍，凭借幽
默的性格和较好的口才，每次放电影，他会来
一段单口相声等表演，活跃气氛。

后来，生活条件变好了，有了电视，用上
了网络和智能手机，搬着小板凳来看电影的
人虽然少了，但谢意诚仍一直坚持着。“干一
行，爱一行，有感情了。”谢意诚有些失落地
说。

谢意诚：42年坚守山村放电影
老百姓的故事

江永成功注册“女书”国际商标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邢骁 沈梦艳
易江 ）孩子以班级第一、年级前三的成绩
考上了县城中学， 自治州龙山县靛房镇
彭冬梅倍感欣慰，可学费让她犯了愁。丈
夫早亡，自己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家中生
病的老人，彭冬梅无法承担孩子的学费。
近日， 彭冬梅拨通了长沙市芙蓉区财政
局党支部电话请求帮助，当天下午，她就
收到了助学金。

“这孩子是我们的结对帮扶对象，接到

电话后，我们将3000元助学金转账给彭女
士，希望帮助这家人渡过难关。”芙蓉区财
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2017年，芙蓉区财政局党支部将“爱
心助学”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收集了8名
靛房镇贫困学生名单， 建立了包含被助学
生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联系地址和电
话的电子台账，号召全局干部积极捐款、捐
物，形成了“一对一”和“多对一”的结对帮
扶格局。

湘西娃考上县城中学
芙蓉区“亲人”帮交学费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通讯员 蔡政 记
者 肖洋桂)8月5日， 在2019个性奖学金巡
回颁奖典礼上，石门县100名兼具“个性、
聪明、善良、勤奋、健美”的学子各获得1万
元奖学金，另有1对考上北京大学的孪生兄
弟各获1万元奖励。

为呼吁全社会在培育孩子过程中“关
注个性、尊重个性、保护个性”，2011年，太
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设立“华佗论
箭个性奖学金”， 旨在关注青少年个性成
长，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

石门百名“个性”学子获百万奖学金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甘艳）“爸爸每天都很忙，没时间陪我
玩，但我不需要你陪我玩，我只希望你能平
平安安，不要犯了错误，抛下我和妈妈不管
了。”8月2日，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林业局组织开展了“我是小小纪检监察组
长”体验营活动，孩子们用稚嫩的话语给自
己父母写下廉政心意卡。

“我是小小纪检监察组长”活动是长沙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林业局的一次创
新之举，希望通过廉政教育系列活动，在孩
子们心中种下“廉”的种子，实现“小手牵大
手、共走廉洁路”。

发动报名后， 活动主办方最终确定了
45名小朋友参加这次“我是小小纪检监察

组长”体验营，通过岗前培训、实地参观交
流后，小朋友们获得了家庭“小小纪检监察
组长证”。

“我今晚就要告诉爸爸妈妈，以后我就
是家里的小小纪检监察组长了， 以后要听
我的话，做廉洁的好干部。”拿到组长证的
一名小朋友兴奋地说道。

“这次互动式的大体验是我们廉政建
设项目化的有益探索， 也是我们推出的大
赶考、大辩论、大检阅、大论坛等一系列廉
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我们想通过活动，
促使全系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廉洁自律意
识，让廉洁家风成为一种风尚。”市纪委市
监委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组
长苏启丰说。

小手牵大手 共走廉洁路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郑旋 通
讯员 何丹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岳麓区了
解到，集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卫生监督、
婚姻登记、 优生优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服
务机构———岳麓区公共卫生中心主体建
筑已进入封顶阶段，预计明年9月底前完
成建设。

岳麓区公共卫生中心项目位于岳麓大
道以北，杜鹃西路旁，总投资约3.16亿元，
占地面积约47亩，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
米，于2017年10月启动建设。项目利用现

有场地合理布局使用功能， 南侧为区妇幼
保健所和区（民政）婚姻登记室，东侧为区
卫生监督所，北侧为区疾病控制中心。

岳麓区卫健局局长钟贵荣介绍， 岳麓
区公共卫生中心面向广大居民群众， 投入
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机构服务能力，满足
人民群众对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今年，岳
麓区还将启动银盆岭、学士、坪塘、望城坡
街道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完成坪
塘、含浦、望岳、莲花、雨敞坪辖区内共7个
村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

岳麓区全面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区公共卫生中心预计明年9月投入使用

稻田种出“五彩画”

携子参训
学技能
8月3日，永兴县龙形市

乡家政服务技能培训上，营
本村推花组的李小松两口
子带着小孩参加学习。当
天，该乡举办精准扶贫技能
培训“家政服务员班”，吸引
了37名贫困村民参与学习，
增强就业技能。 邓宁辉 摄

8月5日，蓝山县毛俊镇洋田村，村民种植的彩色稻。 曾东林 李艺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