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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

9月17日， 袁隆平的荣誉簿上再添一枚
“共和国勋章”。

9月16日， 袁隆平出现在湖南农业大学
新生开学典礼上，引发全场轰动，学生们激动
不已地喊出：“袁院士才是我们该追的星！”

无论是来自国家的最高荣誉， 还是来自
民间的自发追星，对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而
言，都是实至名归。

就在几天前， 在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办公楼的一间会客室，无党派代表人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接受众多媒体采访，侃
侃而谈。

话语之间， 满满正能量和诙谐幽默相交
织。金句频出背后，是一颗跳动的“赤子之心”。

“90后”袁隆平，鬓已白，心更热。

“我们正在向（亩产）1200公斤
攻关”

会客室里， 袁隆平耐心地回答记者们抛
出的一个个问题。他背后悬挂着一幅照片，金
黄色的稻浪翻滚， 左上角有袁隆平亲手写下
的一行字：湖南溆浦，首次亩产突破1000公
斤。

“亩产1000公斤”，这是袁隆平80岁时许
下的生日愿望，在2014年已经实现。刚刚度
过90岁生日的袁隆平，笑着告诉记者：“现在
我们正在向（亩产）1200公斤攻关。”

数字的背后， 是袁隆平和超级杂交稻人
持续数十年的汗水和心血。

1974年，袁隆平科研小组培育的第一个
强优势高产杂交稻破土而出。 从1976年到

2018年，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约85
亿亩，增产稻谷8.5亿吨。每年因种植杂交水
稻而增产的粮食， 可以多养活约8000万人
口， 为中国人牢牢掌握自己的饭碗作出了突
出贡献。

“现在稻谷已经抽穗了，10月份就可以
收获。”谈到杂交稻，袁隆平眼中光芒四射。在
追求高产更高产的道路上，他从未停歇。

袁隆平乐呵呵地告诉大家， 目前百亩示
范田的超级稻来势很好， 其中两个点有可能
在10月突破大面积亩产1200公斤大关。“希望
以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走出国门 ，为全世界解决
粮食短缺问题作贡献”

袁隆平曾在公开场合多次畅谈自己的两
个梦想———“禾下乘凉梦”和杂交稻覆盖全球
梦。步入“90后”行列的袁老，仍然在孜孜以
求地追逐梦想。

采访中， 袁隆平细细算了一笔账：“全世
界有1.6亿公顷的稻田，如果其中一半种上杂
交稻，每公顷增产2吨，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
多养活5亿人口。”袁隆平希望，“让我们的杂
交稻走出国门， 为全世界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作贡献。”

这一梦想正在逐步实现。1979年以来，
杂交稻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
和推广，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已达700万公顷。
就在今年， 由袁隆平指导中国专家帮助马达
加斯加种植的5公顷杂交水稻，每公顷产量达
到10.8吨， 是当地一般水稻产量的3倍多。这
为解决非洲粮食短缺带来希望， 非洲朋友们
高兴地把超级杂交稻称为“东方魔稻”。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奎恩在发
给袁隆平90大寿的贺词中说：“2004年，怀着
无上的敬意与自豪，我们授予您世界粮食奖，
以示对杂交水稻之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的赞
誉。自那年至今，已整整15年。15年来，您仍孜
孜不倦地在水稻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创新，造
福人类。”

这是世界对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的一份
敬意。

“我是无党派，我崇拜共产党”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获授“共
和国勋章”，对此，袁隆平谦逊地表示“不好意
思”，要“更上一层楼”。

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7年后，抗日战争爆
发。 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童年是在抗
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 知道民族的屈辱和苦
难。 当我能用科学成就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一席
之地时，首先想到的是，我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和尊严。”

“我是无党派，我崇拜共产党。”亲眼见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见证了70年的发展变
迁，袁隆平感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
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了，现在我们能够抬得起头，
挺起了腰杆。”

在袁隆平看来， 正是党的阳光雨露养育了
杂交水稻这朵奇葩，使他和他的团队在挑战“世
界饥饿”的历程中，有勇气坚持不断探索，有条
件克服重重困难， 使这道世界难题首先被中国
人攻破。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
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都要始终跟党走，始终
对祖国、对人民充满深深的爱，这也是科研创新
的动力源泉。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白培
生 颜石敦 通讯员 胡华龙 ）9月16日，
在郴州市委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读书班上，郴州市委书记
易鹏飞作了主题宣讲报告。

读书班于9月11日开班，为期8天。
学员们除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关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等，还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开展“明初心、守初心，坚定理想信念”
主题研讨交流等。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召
开后，9月4日，郴州市委常委会成员专
程到湘南起义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 重温入党誓词、 追寻红色足
迹、汲取信仰力量，对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寻根问本。
郴州市主题教育正式拉开帷
幕。

9月10日，郴州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制
定并下发了关于开展主题教

育的实施意见和方案， 要求全市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主动、 严肃认
真参加主题教育。

为了使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取得
实效， 郴州市还成立了25个巡回指导
组， 对全市参加主题教育的单位进行
分级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同时，市直
部门及各县（市、区）以问题为导向，结
合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工作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 着力推动解决本地区改革发
展稳定突出问题、 党的建设面临的紧
迫问题等。 国有企业和园区把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动转型升级、加强党的建
设等作为着力点， 组织开展一系列主
题教育活动。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唐
曦 成俊峰) 9月16日上午，衡阳市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扩
大）开班。开班式上，衡阳市委书记郑建
新作辅导报告。他要求，通过主题教育理
论学习，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 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激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热情。

为把主题教育落到实处， 衡阳市将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要求全市各
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重点措施， 抓好学习
教育，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同
时，紧紧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贯彻中央
“六稳”部署、推动产业项目建设、保障改
善民生等方面开展调研，做到察实情、出
实招、求实策。针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即
知即改、应改尽改。把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注重开门搞
教育，听群众意见、让群众评判，并坚持
分级分类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全覆盖、增
强教育实效。

9月5日，衡阳市委班子成员赴衡阳
县夏明翰故居，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
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听取微党课等，拉
开全市主题教育帷幕。9月11日，该市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 进一步明确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
意义、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并进行动员
部署。

当前， 衡阳市全面掀起主题教育热
潮。市委宣传部重点开展“宣传干部讲红
色故事”活动。市纪委监委聚焦主题教育
明确的八项专项整治内容， 逐项开展专
项整治。 市委办系统各单位党员到湘南
学联旧址陈列馆，开展革命教育活动，从
先辈革命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通讯员 姜尚昆
记者 李文峰）今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列车“动力心脏”长定子直线电机及电磁铁，
在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成功下线。 这标志
着我国已掌握长定子直线电机关键制造工
艺，形成了成熟的生产制造体系，在高速磁浮
核心关键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动力心脏”

项目是由中国中车组织实施的国家重点专项
项目。 中车株洲电机自2016年启动该项目，
其研发团队历经3年自主攻关，在三维仿真平
台、有限元仿真平台、温度场仿真平台、试验
验证、工艺验证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成功
掌握了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据介绍， 长定子直线电机是高速磁浮
关键核心动力设备，其结构精简，仅依靠电

磁力直接驱动电机转子运动， 使电能转化为
列车前进的动能，具有爬坡能力强、噪音小等
特点。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时速600公里高速磁
浮可填补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
对完善我国立体高速客运交通网具有重大意
义。相比轮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具有能
效高、能耗低、安全性高、环境友好性强、速度
快、震动小、可快起快停等优势。因具有快起
快停优势，高速磁浮也适用于中短途客运，用
于大城市市域或相邻城市间通勤， 可大幅提
升城市通勤效率。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杨坚 肖新芝 ）9月15日至16日，“中华
一家亲，两岸潇湘聚”海峡两岸各民族交流活
动在新宁举行。由40多名台湾同胞组成的台

湾少数民族代表队，与桂林、长沙、新宁等代
表队的800多名队员，来到新宁崀山，共话两
岸情。

这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与

邵阳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以新宁崀山“八月
十八登山节”为载体，开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活动。

近年来，新宁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狠抓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及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八峒瑶山“跳古坛”
“采茶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在新宁举行的
“中华一家亲，两岸潇湘聚”活动，融合两岸文化、民

族元素， 促进了海峡
两岸各民族交流与合
作， 增进了彼此文化
认同与心灵契合。

鬓已白 心更热
———访无党派代表人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爱国情 奋斗者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衡阳：

以主题教育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郴州：

分级分类指导推进主题教育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见习记者 张
佳伟）邵阳县12日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全县481个会
场同时进行，流动党员通过“智慧邵阳
县”APP远程参会。 这是邵阳市各级各
部门连日来开展主题教育的一个场景。

9月5日，邵阳市委常委会成员来到
红军长征在邵阳的第一个宿营地———
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蓬瀛村，重走长
征路，聆听红军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邵
阳市主题教育正式启动。

9月9日至10日，邵阳市召开市委常
委会、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等，进行精细部
署，要求从实、从严、从深开展主题教育，
确保主题教育起点高、措施实、效果好。

为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邵阳市
委常委成员带头履行责任，并充分运用
好第一批主题教育的有效做法和成功
经验，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中悟初心、守初心。在学习教

育时实行清单管理， 采用个别访谈、随
机抽查、理论测试等方式促进和检验学
习。 摒弃“扎堆式”“应付式”“签字式”
“鸣锣式”调研，注重从实际出发，让调
研报告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提倡“四
不两直”式调研。

同时， 邵阳市要求在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中勇作为、担使命。在检视问题
中同样实行清单管理， 进行全面检视、
反思。将发现、剖析、整改问题贯穿全过
程，确保真改快改。

邵阳市还提出“三不”要求，即主题
教育坚持主题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
减，同时提出五个“突出”，即突出从严
从实要求、分级分类推进、解决实际问
题、群众满意标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

目前，邵阳市12个县（市、区）以及
经开区已全部完成主题教育工作部署，
各项活动有序开展。

邵阳：

从实从严从深开展主题教育

历时3年攻关掌握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动力心脏”株洲下线

中华一家亲 两岸潇湘聚
海峡两岸各民族交流活动在新宁举行

产业示范
传技于民

9月17日，扶贫工作队队长李锋（左
一） 在给村民传授罗汉果培管技术。
2018年以来，湖南医药学院驻凤凰县千
工坪镇岩板井社区扶贫工作队在该社
区打造了黄金茶、黄桃、红桃、罗汉果等
1000余亩种植产业示范基地，建成了稻
蛙鱼鳅立体种养和胡蜂蝗虫等多个养
殖示范基地，通过产业示范，传技于民，
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脱贫。

何国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