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5日，市民观看以
新奇有趣方式呈现的汉
字。8月24日至10月27日，
“字在其中”汉字国潮艺术
展在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
馆展览。该展览集观展、互
动于一体，打造了“提笔挥
墨”“字里行间”“生僻字
墙”等个性化展区，让汉字
以一种新奇有趣的形式呈
现在人们面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龙世星 摄影报道

新华社记者

8月20日，正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听
取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情况汇报。21
日，他又前往武威市古浪县的八步沙林场，实
地察看当地治沙造林、生态保护等情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根本大计；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时时牵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
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重要议程。循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足迹， 新华社记者在各地回访中看
到，山水林田湖草，祖国山川生机盎然，我们
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美。

山：
从喧闹到静美，一座山的生态之变

58岁的贺玉明又回到了祁连山下熟悉的
草场。

“刚搬走的时候，这里还光秃秃一片。现
在草都长到齐腰深了。” 看着葱茏的草场，他
感慨道。 这片草场地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是贺玉明曾经的家。

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祁连山北麓
的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 实地
了解马场改革发展和祁连山生态修复保护情
况。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些年来祁连山生态保
护由乱到治， 大见成效。 来到这里实地看一
看，才能感受到祁连山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祁连山，我国西部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曾经，开矿、建水电站、旅游让祁连山热闹非
凡，但过度无序开发，也让这里脆弱敏感的生
态系统负重超载，山体破坏、植被剥离，给祁
连山留下了沉重的创伤。

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 牵动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心，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整
改。2017年7月，中办、国办通报甘肃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上百人被问责。

2017年11月，眼含着热泪，贺玉明和乡亲
们搬离了生活多年的大山。这两年，祁连山保
护区208户、701名牧民从核心区迁出；持证矿
业权全部退出、恢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水电
站完成分类处置，生态流量得到落实；旅游项
目完成整改和差别化整治。

祁连山终于安静了。
过去放牧，而今守护。贺玉明成了一名生

态管护员，重新回到大山。
“祁连山是我们的‘母亲山’，我们一定会

把这里守护好，为子孙留下青山绿水。”他说。

■回响

近年来，从喧闹回归宁静的，不只是祁连山。
宁夏打响 “贺兰山生态保卫战 ”，彻底关

停保护区内所有煤矿、非煤矿山、洗煤储煤厂
等。原先的煤矿渣堆已被削成缓坡，犹如梯田
一般。去年播下的草籽，已长出了片片绿意。

在陕西， 秦岭北麓成群的违建别墅早已
不见踪迹， 保护区里的小水电站也在逐步退
出。秦岭将绿水青山还给当地群众，还给这里
的生灵。

水：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长江母亲河

重典治沉疴
立秋已过，长江湖南岳阳段的华龙湿地，江

碧草青，气象开阔，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观光。
很难想象，就在两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处

尘土飞扬、难见绿草的砂石码头。居住在附近
的群众，常年被灰尘、噪音包围。

彼时，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污水入河入
江、码头砂石堆积、化工企业围江，长江水质持续
恶化、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系统敲响警钟。习近平
总书记痛心地形容她：“病了，病得不轻了”。

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长江。
“总书记问得很细，他很关心老百姓有没有享受
到生态变化带来的实惠。”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
中游局岳阳分局局长陈建湘回忆说。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绝不容许长
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
去， 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
万里长江！

为保护一江碧水， 仅仅湖南一省去年就
在两个月内集中拆除了沿江小散码头泊位42
个，关停渡口13道，退还长江岸线7.24公里。曾
经扰民的码头变成了“惠民”的湿地公园。

“这两年多来，《岳阳楼记》中的壮阔美景
正在重现！”陈建湘感慨说，江水越来越清，有
时还能看到江豚可爱的身影。

■回响

长江好不好， 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始终
牵念的一件大事儿。2016年1月、2018年4月
两次召开的座谈会，议题都绕不开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一泓清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态之源。
如今，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已经成

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共识。

林：
从护绿到增绿 ，“中国绿 ”赢

得世界赞誉

8月，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中南部
的马鞍山林场铺满绿色， 油松挺拔， 白桦亭
亭，一派生机盎然。在林间空地上，林场工人
们正忙得火热，提着割灌机清除杂草，并监测
病虫害防治效果。

今年7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顶着烈日，
沿着崎岖的护林小道， 来到这里。 他走进林
区，察看林木长势，同正在劳作的护林员们交
流，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

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林场与大家交流
的场景，喀喇沁旗林草局局长赵连奎记忆犹新：

“我们告诉总书记，现在生态好了，在上山巡护
的时候，时常碰到狍子、野兔、山鸡、野猪等野生

动物，来旅游的人也多了，山野菜不愁卖了，山
货也特别多，老百姓切切实实得到了好处，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马鞍山林场只是赤峰市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个小小缩影。 地处蒙冀辽三省区交界处的
赤峰市，森林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82万
亩增加到454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2%提高到
35.7%，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成为祖国北疆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回响

绿色，是生命的底色。
2017年，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

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习近平总书
记称其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

三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
程……几十年来， 中华大地的绿色版图不断
扩大，成为全世界的绿色奇迹。

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
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
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首。在全球
森林资源持续减少的背景下， 中国成为全球
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田：
从求量到求质， 大国农业向

绿色生态转型

初秋的黑龙江建三江，风吹稻菽千重浪。
七星农场一望无际的稻田里，用水稻“种”出
的“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8个大字，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农场工人代表，张景会清晰地记得，
去年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 习近平总书
记就来到七星农场考察的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绿色农业发展，
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
退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令张景会牢记在心。

张景会是七星农场的种粮大户， 种植的
水稻有352亩。今年，他家采取了秸秆还田、测
土配方、侧深施肥等技术，每亩地减少氮肥用
量2.3公斤。 他家的这块稻田还被确定为七星
现代农业示范区高标准示范点之一！

“以前种圆粒水稻， 收完之后就卖给国家粮
库。现在不同了，我们瞄着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绿
色有机农业。”张景会说，去年他种的200亩绿色水
稻，加工成大米后，销往山东，每斤卖到了8元多。

在发展绿色农业、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方面， 七星农场还重点推广应用水稻侧深施
肥插秧机、秸秆还田机等机械设备，并通过测
土配方减少肥料投入。

张景会说， 侧深施肥提高了肥料利用效
率，还避免了过去常规施肥造成的肥料蒸发，
减轻了对水源、 土地等的污染， 达到控肥增
效、绿色种植的效果。

■回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绿色转型，关系
食品安全，关系长远发展。

早在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
时就针对“三农”工作提出 ，深入推进农业发
展方式转变。

今年全国两会上， 在河南代表团参加审
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加大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

农业的绿色转型扎实推进， 我国已提前
三年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到2020年，全国主
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要实现负增长。

湖：
从围湖到爱湖， 湖泊保护进入

新时代

“苍洱毓秀”———李德昌把苍山洱海间的
万种风情写在了自家小院的外墙上。

他的小院坐落在洱海之滨， 位于云南大
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2015年
初，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小院，和乡亲们在
院子里拉起了家常。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说：

“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洱海边说，‘立此存照，

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我们一定
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期望。”李德昌心里一直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从那以后，他每天都会到洱
海边走一走，观察洱海水质的变化。

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上世纪八
十年代起，流域内人口不断增长、旅游业飞速
发展，洱海流域污染负荷快速增加。洱海经历
了从贫营养湖泊向中营养湖泊再到富营养湖
泊的演变，出现了蓝藻大面积聚集和暴发。

“只要有时间，我就过来帮忙，打扫滩地
上的生活垃圾， 打捞近岸的死亡水生植物和
水藻。”李德昌说，只要洱海水质好了，自己辛
苦一点也值得。

为留住“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
琴”的自然美景，大理州开启洱海保护治理抢
救模式。截至2018年底，洱海流域城乡生活污
水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完成环湖1806户生态
搬迁， 并同步建设5800多亩环湖生态湿地和
缓冲带；在洱海流域范围内禁种大蒜10万亩，
大幅减少化肥使用。

如今， 李德昌的心情越来越好———洱海
水质好多了，站在岸边都能看到湖底，被视为

“水质风向标” 的海菜花也多起来。2018年洱
海全湖水质7个月保持Ⅱ类水，为2015年以来
水质最好的年份。

■回响

人类自古逐水而居。湖泊，一直在人们生
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 一些地方围垦湖泊、 侵占水
域、超标排污、违法养殖、非法采砂，造成湖泊
面积萎缩、水域空间减少、水质恶化 、生物栖
息地破坏等问题突出，湖泊功能严重退化。

2018年，在东北三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
记乘船察看查干湖南湖生态保护情况， 又沿
栈道步行察看水体状况和动植物生存环境。

今年全国两会上， 他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要抓好内蒙古呼伦湖、乌梁素海、岱
海的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近年内蒙古全力抓好一湖两海的生态环境
治理，目前水质指标总体向好，野生动植物种类
稳步增加，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成为候鸟天堂。

草：
从牧民到市民， 打出生态民生

“双赢牌”

从牧民变成了市民，65岁的更尕南杰对
草原的感情依旧刻在骨子里。

15年前， 牧民更尕南杰住在海拔近5000
米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唐古拉山镇措里玛村。为响应国家退牧还草、
生态移民的号召，128户407名牧民群众从400
多公里之外搬迁至格尔木市南郊。

新村取名长江源村，寓意“来自长江源头
和饮水思源、 不忘党的恩情”。2016年8月22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个海拔近3000米的
移民村庄。

想起当时情景，更尕南杰难掩激动之情：“我
和村里的藏族村民穿上了过节才会穿的藏服，捧
着哈达，期待着总书记出现在村委会门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保护三江源是党中
央确定的大政策， 生态移民是落实这项政策
的重要措施，一定要组织实施好。

“现在全村多户都任命有草原管护员，
定期去山上的草场巡视。过去一年来，村里
还重点实施了电网改造、天然气入户等基础
设施项目，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更尕南
杰说。

在寄托了当地10万生态移民“乡愁”的
背后， 三江源生态环境正在向好发展。与
2004年相比， 三大江河源头年均向下游多
输出58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草原产草量提高
30%，藏野驴、雪豹等濒危动物种群数量恢
复性增长。

■回响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在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时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从山水林田湖，到山水林田湖草，虽然只
增加了一个“草”字，却把我国最大的陆地生
态系统纳入生命共同体中， 体现了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的大生态观。

如今，在党中央的重视推动下，我国草原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 草原涵养水
源、保持土壤、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得到恢复
和增强，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草原生
态环境持续恶化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茵茵草
原正成为广大牧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
要依托。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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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美丽的绿水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生态文明建设回访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王曲波）记者今天从省药监局获悉，为推动我
省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 省药监局深化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 出台了鼓励医疗器械创新
10项措施。

我省医疗器械产业规模不大，但近年发
展势头良好。据了解，全省现有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410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年总产值
大约140亿元， 主要集中在体外诊断试剂、
义齿及牙科、一次性输注器械、医用卫生材
料、物理治疗康复设备、医用离心机等6大
类。省药监局负责人介绍，我省目前医疗器
械产业结构还较为单一， 高精尖产品和三

类医疗器械企业较少，发展相对滞后。
为加快推进我省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

展，省药监局近期出台了10项措施，深化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医疗器械创新。这10
项措施具体包括：建立创新医疗器械（含体
外诊断试剂）注册服务绿色通道、改善临床
评价技术要求、拓展注册检验检测途径、优
化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检查、减少审批环节、
精简审批资料、压减审批时程、切实加强我
省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和上市监督管理
等。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第二类医疗器械/体
外诊断试剂产品注册的办理时限由80个工
作日缩短为50个工作日；第二类医疗器械/

体外诊断试剂许可事项变更注册、 延续注
册的办理时限由80个工作日缩短为30个工
作日，大大缩减了审批时间。

该负责人表示， 作为行业监管部门，既
要为企业做好服务，也不能放松监管。省药
监局将严格医疗器械“双随机、 一公开”监
督检查制度， 加大对我省第二类医疗器械
研制过程、 注册申报资料和生产质量管理
监督抽查力度，严厉打击数据造假、样品生
产造假、 注册申报资料造假等提供虚假资
料或采取其他欺骗手段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证的违法违规行为， 严肃查处违反医疗器
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

湖南日报 8月 25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黄军山）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19
年长沙市暑期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 自今
年3月长沙市启动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
课专项整治行动以来， 长沙市教育局已查
处并公布4批违规补课教师名单， 处理、处
分违规补课教师49人。

暑假期间， 长沙市教育局和市纪委监
委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 采取突击检查校
园， 暗访校园周边培训机构， 走访部分家
长、学生及周边群众等方式，做到专项整治
不“放假”。

7月12日下午，长沙市教育局和长沙
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在公
安部门配合下， 对岳麓区恒大华府小区
进行了突击检查，在21栋604室一个无证
培训机构内， 查获长沙县九中教师朱某
明参与违规补课， 另有数名违规补课教
师的情况正在核查中。7月15日， 长沙市
教育局责成长沙县教育局对朱某明从严
处理。

会议透露， 长沙将继续对参与违规补
课的教师坚持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确保最
严“禁补令”全面落实到位。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易彬）今年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王船
山诞辰400周年。今天，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王立新来到长沙图书馆， 做客思贤讲
堂“解码人文湖湘系列”讲座，解读王船山
精神的激励作用。

王立新认为， 王船山的精神对当代中
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社会转型期，现
代人常常觉得苦闷彷徨， 不知如何安顿自
己的生命。以王船山的精神来看，这正是有
志之士树立不朽人格、 创造伟大业绩的好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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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王茜 通
讯员 李丽萍）粗心司机下了车，孩子被遗
忘在车上，后果很严重，如何避免？爱动脑
筋的长沙雨花区枫树山小学五年级学生胡
皓博， 制作的发明《双向传感语音提示装
置》，在刚刚落幕的中国第十五届宋庆龄少
年儿童发明奖评比中， 获得小学组发明类
金奖， 这也是本届比赛湖南省小学组唯一
金奖。

据悉，“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是科
技部批准的唯一以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
青少年科技活动奖项。 本届比赛有全国各
地、港澳台地区及马来西亚共38支代表队
近万名青少年参与。

胡皓博向记者演示了他的小发明：“这

个小装置放在校车的上车位置， 它有三个
功能：第一，可以自动人体扫描，动态统计
车内学生的数量；第二，可以自动利用红外
线检测体温；第三，车辆熄火后，如果车上
还有人没有下车，会语音提示‘车内有人’，
车顶上的4个警灯也会闪烁报警。”

枫树山小学校长饶嘉介绍，胡皓博从
幼儿园开始就喜欢动脑筋、 搞小发明。进
入枫树山小学后，学校更加注重学生创新
教育。 这里是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基
地，功能齐备的创客室能让学生恣意发挥
想象的空间。学校学生去年和今年连续两
届获宋庆龄奖发明金奖。 本届大赛中，学
校的杨童楚晨同学，还获得人工智能 (编
程类)作品铜奖。

长沙一小学生获宋庆龄发明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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