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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勇 张智明

每当庹年初经过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的
时候，他都会下意识地抬头看看天空，他的女
儿就在机场工作。

他常对女儿说：“你负责把每一位乘客安
全送上航班， 我就负责踏踏实实在地上做农
活。咱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庹年初嘴里所说的“农活”，就是茶叶、果
树与苎麻技术的推广和研究。

出生于1958年的庹年初， 一直觉得自己
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尽管他的头衔很多：张家
界市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张家界“龙虾茶”
创制人、 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张家界苎麻
试验站站长， 还曾经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

“那种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每一次看到
田地，看到果园，心里就有种强烈的踏实感。”
他说。

坚守初心四十余载
不忘农民本色

庹年初出身于农家， 从小就看到父辈们
在田里刨食的艰苦，“种多少看人是否勤快，
收多少就得看老天爷的脸色了。”因此，他立
志改变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

上世纪70年代末， 庹年初从中专学校毕
业来到永定区大坪农技站， 开始了40余年的
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每天忙碌在田地果园之间，日晒雨淋，皮
肤粗糙而黝黑，身形消瘦，农户们亲切地叫他

“老庹”。
桑植县八大公山洗泡河村的王春林，每

次见到“老庹”，便有拉不完的家常，从地里的
庄稼到园里的果树、从春耕到秋收、从基地到
市场。

2012年以前，王春林一家三口种些红薯、
玉米，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刚刚能解决温
饱问题，日子过得紧巴巴。

2012年春天， 他来到张家界市农科所茶
叶加工基地， 跟着庹年初学习茶叶的栽种和
加工技术。回家后开始试种茶叶。

庹年初经常上门提供技术指导。如今，王
春林已拥有茶园100多亩，还开办了一个面积
达一千多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 承担一个村
的茶叶加工，全家脱贫致富。

“其实，刚开始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时，老
百姓还是有点不相信， 甚至有抵触情绪。”庹
年初说，“要想打破他们的思维定势， 是很难
的，只能通过实践去改变他们，而这就是我作
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2013年， 庹年初带领张家界武陵源区协
合乡插旗峪的村民栽种50亩的良种茶母本
园。春天茶树栽种下去以后，茶树苗与野草一
起生长起来。但庹年初不准村民们锄草。看着
茶园里疯长的野草，村民们按捺不住了，纷纷
抗议：“你是真专家，还是假专家？你到底会不
会种茶？好好的茶园被你搞成荒地了。”

面对村民的质疑， 庹年初解释说：“新种

下的茶树苗根系薄弱，如果锄草会破坏根系，
影响生长。”但村民们还是将信将疑。

到了秋冬，杂草枯萎，稍加修整，一垄垄
的茶树露了出来，翠绿欲滴。村民们这才跷起
了大拇指：“还是你老庹有一套！”

2010年至2014年， 庹年初在桑植县蹇家
坡乡进行茶叶产业开发，开辟茶园2500余亩，
手把手、传帮带传授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使
该乡成为优质茶生产专业化乡镇。 在武陵源
区协合乡插旗峪居委会， 庹年初带领村民建
立良种茶园130亩、优质桃园80亩，使居委会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农业技术人员
就应该扎根大地”

张家界市永定区后坪办事处有一大片宽
阔的苎麻地， 这里是张家界市农科所的苎麻
试验基地。清澈的澧水河从旁边流过，河的那
边是繁忙的车水马龙， 这边却是宁静恬淡的
田园风光。

每周，庹年初要到这里“蹲点”4次左右，
在密不透风、高过人头的苎麻“海洋”里观察
记录。苎麻的杆和叶子都很粗糙，稍不小心便
在裸露的皮肤上刮出道道伤痕， 汗水流过又
痒又疼。 庹年初开玩笑说：“我们与农业打交
道的，皮糙肉厚，习惯了。”

苎麻，又称“中国草”，中国的苎麻产量约
占全世界苎麻产量的90%以上。“别看苎麻长
满粗糙的绒毛，但它全身都是宝，广泛用于饲
料、纺织、化工工业等。”庹年初介绍，十多年
来他以山地苎麻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示范为中
心，研究新技术，探讨生产新模式，已推广示
范新品种5个。

干了40余年的农技推广工作， 庹年初交
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他主持编制农业技
术规范2个， 编写生产技术资料20万余字，培
训基层农技人员及生产者1.5万余人次。

“干农业是件有幸福感、成就感的事情。”
走在插旗峪茶园基地的小路上， 望着不远处
武陵源如诗如画的山峰， 庹年初很有感触：

“农业技术人员就应该扎根大地， 点亮一盏
灯，带动一大片。”

庹年初：

“点亮一盏灯，带动一大片”

庹年初在基地观察农作物长势。（资料
照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王纲旋）18日，由省委老干部局、省文联、
省关工委联合主办的“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
代” 湖南省老干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

题书画展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幕。
广大老干部是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践行

者与见证者，他们把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深情
注入书画作品中。本次展出的200多幅作品为

全省层层选拔的精品力作， 涵盖书法、 山水
画、花鸟画、人物画等艺术形式，题材丰富，主
题鲜明， 生动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
发生的新变化、取得的新成就。

当天，《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湖南省
老干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书画展作
品集》发行。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邓一心 李茂春）“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伴随着优美的旋律，
全场观众挥动手中的五星红旗， 一场千人
合唱拉开帷幕。今天晚上，“祖国颂”———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省合唱
大赛总决赛在株洲举行。 经过2小时角逐，
来自长沙、株洲、常德的3个合唱团获得特
等奖，衡阳等5个合唱团获得一等奖。

这次合唱大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

文化和旅游厅、株洲市委市政府主办，省文
化馆、株洲市委宣传部、株洲市文化旅游广
电体育局承办。 大赛自今年7月启动以来，
全省各地积极响应，各文艺团队踊跃参与，
在全省营造出“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的浓厚氛围。 经多场选拔赛，14个市州各
选出一个合唱团参加总决赛。

决赛现场，《苗岭的早晨》《青春舞曲》
《我爱你，中国》等历久弥新的经典歌曲轮
番唱响，观众掌声不断。

千人唱响“祖国颂”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省合唱大赛总决赛在株洲举行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孟强）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消息称，
8月份， 我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81.08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比7月
份提高0.6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高0.5个
百分点。1至8月，全省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0657.30亿元，比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
万亿元大关。

数据显示，8月份， 我省各类商品零售
额普遍实现增长，其中，受粮油食品、服装
鞋帽等带动， 基本生活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103.72亿元，同比增长13.1%，增速居各类
商品之首。

居住类商品、 家用电器类商品零售额
以及餐饮消费增长平稳， 分别同比增长
8.6%、9.1%、6.6%，增速均高于上年同期水
平。

汽车类商品仍是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主力，8月份实现零售额129.70亿元， 同比
增长3.3%，增速比上月有所放缓。受汽车
消费影响，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3.3%。

8月湖南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超一成

基本生活类商品“领跑”，各类商品零售额普遍增长

湖南日报9月1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寇冠乔 姚哲之）18日， 南方航空进
驻位于高铁长沙南站东广场旁边的长沙机
场磁浮城市航站楼。至此，我国境内33家航
空公司全部入驻该航站楼。旅客在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乘坐任一境内航班，均无需在机场
航站楼办理值机，可在磁浮城市航站楼提前
办理，极大方便了高铁、地铁出行旅客。

长沙机场磁浮城市航站楼于今年3月
31日启用，是全国首个设在磁浮车站的城
市航站楼。旅客可在此提前办理值机、行李
托运等手续，再乘坐磁浮快线直抵机场，享
受“一站式”服务。

记者看到，在磁浮城市航站楼的3号值
机柜台前，新增了一台脸部识别机器。机场

工作人员介绍， 使用电子临时身份证明登
机的旅客，可在此柜台前办理值机业务。

目前， 磁浮城市航站楼每天的运营时
间为8时30分至20时30分, 办理行李托运
时间为航班起飞前2至4小时。

磁浮城市航站楼运行近半年来， 已累
计为10.04万旅客办理乘机手续，办理行李
托运3.14万件，收到旅客表扬信582份。

据透露， 磁浮城市航站楼今后将放开
行李托运时间办理限制。即，旅客如乘坐高
铁抵达长沙南站后， 距离航班起飞还有较
长时间，可先办理行李托运。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提醒， 近期机场提
升安保等级，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2小时办
理乘机、过检手续。

境内33家航空公司全部入驻

磁浮航站楼可办所有境内航班值机
旅客近期办理值机需提前2小时

“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题书画展开幕

创作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荨荨（上接1版）
新时代， 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

屏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区域，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安全方面的地位十分重要。

继推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后， 黄河流
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摆上了党中央和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议事日程……

“我一直很关心黄河流域的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分量很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

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 多次就三
江源、祁连山、秦岭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建设提
出要求。 上个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
间，专门调研了黄河流域生态和经济发展。

18日上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河问题
还是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 党中央对这
个问题高度重视。”主持会议的习近平总书记
开宗明义，“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 保护
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
千秋大计。”

从上游到下游，从地方到中央，沿黄9省
区负责同志来了， 十几位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也来了。 大家共商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计， 谈认识、 讲体
会、摆问题、提建议，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习近平
总书记此次考察的省份河南， 正好是黄河的

“豆腐腰”部位，是地上“悬河”最突出、历史上
决口最多的河段。 选择在河南郑州召开这次
座谈会，党中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事
前要求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
学论证。座谈会前一天，他走进黄河博物馆，
前往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临河广场， 深入了解
中华民族治黄的历史， 实地察看黄河的生态
保护和堤防建设情况。

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临河广场，总书
记凭栏远眺。

黄河，如一条昂首巨龙，劈开青藏山川，
穿过高原峡谷，跃壶口、出龙门、闯三门峡，九
曲十八弯，奔腾入海。千百年来，她滋养着流
域内亿万人民，也曾肆虐八方、祸害生灵。

眼前的黄河，天高水阔，林草丰茂。虽然
没有了昔日“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
城”的悲惨景象，但黄河水裹挟着泥沙滚滚东
流，对水患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习近平总书记目光深邃：“治理黄河，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 加强协同配合，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创作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古今治黄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素来“多淤、多决、
多徙”，黄河治理成为困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大难题。

“平时来水少，汛期发大水，不仅含沙量
极高，且水沙异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治理
的河流。”座谈会上，一位来自部委的负责同
志连“倒苦水”，也点出了黄河的病症。

黄河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千秋治
河”展厅驻足良久。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季
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
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一
个朝代接一个朝代，人们孜孜求索，同黄河水
患作斗争，甚至寄望于河神祭祀、镇河神兽。

走近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习近平
总书记放慢了脚步。黄淮运三河并治，褐色的
堤防体系蜿蜒起伏； 站在清代郑工合龙处碑
拓片前，他仔细端详。碑文记载了清代最大一
次堵口事件，“兵夫力作劳苦久”，治河之艰辛
历历在目。

一幅黄河改道图， 习近平总书记久久凝
视。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
平方公里，南北循环摆动，水之所至，“城郭坏
沮，稸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

“黄河宁，天下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
也是一部治国史。”

以新中国为界，两组数据，古今黄河的沧
海桑田，跃然纸上。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
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

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不决口，20年不断
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实现了70年黄河安
澜。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这一情况时，询问现场
工作人员“古时决口相距最久的一次是什么
时候”，讲解员回答说，是东汉时期，大约30年
没决口。

古老的黄河，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
国获得了新生。

1946年， 我们党就针对黄河成立了治河
委员会，开启了治黄历史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
视治黄事业。1952年10月，毛泽东同志第一次
离京巡视就来到黄河岸边， 到了兰考， 发出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1958年8
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兰考，视察了黄河治理和
农田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黄河岸边，
筹划治黄战略。

70多年来，我国先后开展4次大规模堤防
建设，兴建了龙羊峡、刘家峡、小浪底等水利
枢纽， 实现了从被动治理到主动调控黄河水
沙的重大突破。科学开发利用黄河水利资源，

“以川济山，山川共济”，使黄河沿岸变成了高
产良田，强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实施河口湿
地生态补水和向石羊河、白洋淀补水，引黄济
津、引黄济青、引黄入冀，动员千家万户治理
千沟万壑……黄河沿岸，树叶黄了又绿，河水
落了又涨，旧貌换新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 明确了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 连续实施两期黄河下游防洪工
程建设，全面完成了标准化堤防建设，开展了
河道整治和滩区安全建设，开辟了北金堤、东
平湖滞洪区，基本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
滞”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初步形成了“拦、
调、排、放、挖”综合处理和利用泥沙体系，累
计减少入黄泥沙近300亿吨，减少下游河道淤
积112亿吨，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
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0年岁岁安澜。黄河治理的奇迹，在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手上实现了， 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中找到了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
感慨地说：“实践证明，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
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 从根
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

黄河治理是事关民族复兴的
重大国家战略

8月份在甘肃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就谈
到黄河之“病”：“我曾经讲过，长江病了，而且
病得还不轻。今天我要说，黄河一直以来也是

体弱多病，水患频繁。”
针对黄河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问题导向、 精准思维。“治黄最大的难题是
什么？”此次调研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要查问题、补短板。

座谈会上，他一一进行梳理：洪水风险依
然是最大威胁，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
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君不
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是何等壮观！如今需
花费多大气力才能确保不断流。”

“究其原因，既有先天不足的客观制约，
也有后天失养的人为因素。这些问题，表象在
黄河，根子在流域。”“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
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

难题何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目标和任务。 他强

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同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
战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
此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前所未有，意义重大
而深远。

他指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以水而定、量水而行，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
统筹谋划， 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
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
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强调“大保护、大治理”，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了调子，
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他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
把黄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谋划，
上游以提高水源涵养能力为主； 中游要突出
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 下游要注重保护
湿地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性。

总书记告诫在座的领导同志，“黄河沿岸
的发展一定要有大局意识，站在国家的、全局
的角度考虑，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他举
例子，三江源，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被
誉为“中华水塔”，要想一想这里是国内生产
总值重要还是绿水青山重要？ 作为水源涵养
地，承担着生态功能最大化的任务，而不是自
己决定建个工厂、开个矿，搞点国内生产总值
自己过日子。

总书记提出，要保障黄河安澜，必须抓住
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

机制，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他说，水
沙关系是很微妙的， 不是说黄河水的含沙量
越少越好。要坚持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把相
关问题研究深研究透，不能单打一、想当然。

总书记强调，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
约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
定产，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有多少
汤泡多少馍”，不然最后只能嚼干馍了。

“不要一说研究黄河发展，什么东西捡进
筐里都是菜。 黄河流域发展的内涵一定要定
义清楚，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要以黄河生态
保护为重要的背景依据， 来考虑如何符合不
同流域段、不同省情区情的发展道路。”

他特别强调“不能犯急躁病”。他说，一些
人看黄河这儿又有题目了，便借题发挥。要把
好这道关，不能随意上大项目，搞各种各样的
开发区。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制规划纲要，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路线，划
好“红线”。

坚定信心 保持历史耐心和
战略定力

总书记强调：“治理黄河的功利好坏，要
以百年千年计，不能急，不能马虎。”当下的迫
切任务，就是确保“四个不”：大堤不决口、河
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他强调，
要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
究，创新体制机制，明确中央、省区、市县的职
责任务， 以完善的制度和体制机制确保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他语重心长提醒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非一日之
功。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
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我们相信，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和集中统一领导， 有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擘画，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强大优势， 有新中国70年来奠定的雄厚物质
基础和技术实力， 有黄河文化凝聚起来的强
大精神力量， 有长期以来积累的丰富治黄经
验， 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黄河， 必将成为一条永远造福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幸福河！

(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