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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欧阳金雨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恰逢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大庆， 今年的烈士纪念日有了更
深沉的含义。

在北京，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更
加突出隆重庄严的仪式感， 习近平总书记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并瞻仰毛泽东
同志遗容， 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
命家的深切怀念；在湖南，在全国各地，都
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致敬、缅怀英烈活动。

“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纪念英烈，
首先是告慰所有英烈，他们追求的“可爱的
中国”已经成为现实。80多年前，方志敏烈士
期盼：“我们的民族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
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
装饰起来， 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
了。”如今，中华民族正实现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这盛景繁华，如
他们所愿！

纪念英烈，是一种缅怀。面对危难，无
数英烈毅然奔赴；面对牺牲，英烈们蔑然一
笑；新中国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有英烈们
用生命写下的篇章。 以国家的名义致敬英

烈，就是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从设立烈士纪念日“立大德于社会”，到建立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扬大义于国家”，再到制
定英雄烈士保护法“布大信于天下”，党的十
八大以来， 缅怀英烈的国家行动已然制度
化。朝气蓬勃的新中国来之不易，岁月静好
的新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纪念英烈，更是一种砥砺。看得见的是
功业，感受到的是精神。英烈身上的坚毅理
想信念、高尚精神境界、忠诚使命担当，最
能触发关于生死得失、苦乐安危、奉献索取
的价值思考，最能树起引人向前、催人奋斗
的精神坐标。

致敬历史，珍惜现在，迈向未来。身处
和平年代，不再有枪林弹雨和隆隆炮火，但
仍有生与死的考验、苦与乐的选择。惟有传
承英烈风骨，才能挺拔时代脊梁；惟有铭记
英烈遗志，才能拥抱光明未来。今天的我们
虽生活在英烈的梦想里， 但我们还要为国
为民、为子孙后代完成更远大的梦想。

让英烈精神照亮逐梦征程， 让积蓄已
久的复兴能量尽情释放， 我们的家园将更
加安定和谐，我们的国家将更加繁荣昌盛。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罗坤）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发布消息称， 为确保国庆期间湖南电
网安全生产，公司已全面展开“防风险、保
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并组织
了5000余名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力保国
庆期间全省电力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
工作零差错、服务零投诉。

据了解，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自
9月开始， 提前加强湖南电网隐患排查和
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对3140条次线路
进行了全面巡视， 对26002处重点设备进
行了隐患排查， 开展红外测温等带电检测
23117次，电网危急缺陷全部消除。对省内
党政机关、新闻媒体、交通枢纽、通信枢纽
等重点客户、重点部位，逐一进行了安全用
电检查。对全省供充电设备、附属设施及场

站服务开展特巡， 确保充电站本体设备可
用率100%。

“通过落实电力平衡措施，优化资源
配置，保障各级电网安全运行，各地区有
序供电。”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国庆假期期间将滚动开展
负荷预测和电网安全风险分析， 加强重
要断面潮流控制，以实现快速、灵活、科
学的电力调度。

国庆假期，全省电力微信服务、营业厅
业务受理、故障抢修服务等全部照常运营，
电网安全、设备安全、供电服务、网络信息
安全等各个方面，均部署了充足值班人员。

为快速处置电网应急事件， 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还组织了1500支应急抢
修队伍，1400台抢修车辆， 全天候坚守保
障岗位，全力确保全省供电万无一失。

让英烈精神照亮逐梦征程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邹晨莹
通讯员 易冰莎）今天，社科普及进地铁主
题活动在长沙地铁2号线长沙火车站站厅
正式启动，节选《平“语”近人———习近平
总书记用典》相关内容，进行为期一月的主
题展示。

活动现场，不少旅客驻足流连，踏上“普
及之旅”。展示以“接地气”的方式拉近市民
与平“语”的距离，内容包括敬民、治理、修
身、笃行、劝学、天下、廉政、法治、辩证、历
史、文学等经典名言的原文、释义及解读。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省社会科学普及宣传活动组委会主办。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科
普及工作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主办方希望
通过展示，引导群众深刻理解和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政治
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进一步用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 凝聚起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
共识共为。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
社科普及进地铁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黄婷婷

语速会不会快了？手势会不会僵硬？22
岁的向琦心里紧张极了。 作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讲解员
的向琦，接到的第一场任务，就是为全国英
雄模范代表讲解。

“幸好，大家都用和蔼的眼神给了我肯
定。”在观众的鼓励下，向琦放松下来，状态
越来越好，就这样一场场讲解下来。

9月29日下午， 记者见到了一个仪态
从容、讲解大方的向琦。

向琦是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讲解
员。今年7月，经过层层选拔，她和陈立
香、刘水甜、陈何千贝、李真、何杰等5位
分别来自湖南党史陈列馆、 胡耀邦故居
纪念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秋收起义纪
念馆的讲解员脱颖而出， 成为本次大型
成就展70名讲解员中的一员。6个“湘妹
子”站成一排，身着笔挺的红色讲解服，
又精神又亮眼。

第一次承担这样高规格的讲解任务，
是荣幸， 更是责任。6个姑娘都暗暗在心里

下决心：“每句话、每个词都不能出错，决不
能给湖南丢脸。”

陈立香曾为海外华侨做专场讲解，在
“也门撤侨”照片前，观展的海外华侨被她
声情并茂的讲述感染， 情不自禁地喊出：
“有强大的祖国真好！”

在汶川地震展示板块前痛哭的妇女、
回忆起上山下乡的日子热泪盈眶的老人、
近百岁的红军老爷爷……一批批观众被讲
解员们的专业敬业打动， 讲解员们也受到
触动，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更
生动地讲述出来。

“身为湖南人，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
讲好湖南故事。” 李真称自己有个“小心
机”。袁隆平院士和超级水稻展板在一个转
弯处，观众走得急就容易错过。只要轮到她
来讲解，她一定会引导观众到这一区域，一
遍又一遍地向海内外观众介绍“杂交水稻
之父”的光辉事迹。

“作为‘80后’‘90后’，我们都有同一
个梦想， 就是为建设强大的国家奉献自己
的力量。”6位姑娘不约而同地说。

（湖南日报北京9月30日电）

“讲好中国故事，
也讲好湖南故事”

———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
成就展中的“湘妹子”讲解员

确保国庆期间全省供电安全可靠
5000余名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陈昂昂）根据
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昨天下午，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赴长沙华智水稻有限公司
调研， 并走访慰问联系服务的植物生物技术
专家张健。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
人才是第一资源， 是创新和开放发展的

重要保障。近年来，湖南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深入推进人才强省战略，增创发展新优势。毕
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张健， 曾获中国侨界

贡献奖，在杜邦先锋、巴斯夫等跨国种企从业
长达16年。2014年3月， 张健受邀回国担任华
智水稻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持建设国家水稻
分子育种创新平台。

引进4000多万元的国际领先水平高端仪
器设备、 完成国际一流的SNP分子标记实验室
能力建设、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经
多年发展， 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160余人，
华智水稻有限公司已拥有一支由众多具有丰
富跨国种业大公司研发与管理经验的专家组

成的国际一流的种业研发创新团队。
走入新建成的华智生物国家水稻分子育

种中心， 张健向李微微一行详细介绍了企业发
展情况和大数据中心建设面临的难点问题。李
微微肯定了华智水稻的高科技创新和种业智能
化建设。她指出，创新发展大数据中心，能为今
后的研发种植提供更为精准的方向。

“打造‘种业硅谷’ 需要有力的人才支
持。”李微微指出，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能更
好助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实施。 希望华
智水稻依托搭建国家水稻分子育种创新平
台，打造种业现代化体系，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推进种业发展， 积极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和农业发展。省政协将做好服务，助推解决企
业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做好人才工作 助力高质量发展
李微微赴长沙走访调研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黄晗）今天下
午，“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湖南发展成就专题展”在省博物馆开展。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前往参观。

为利用9月在京举行的湖南全球推介活
动成果，充分展现湖南发展成就，省委决定在
长举办“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湖南发展成就专题展”。该展览由省委
宣传部、省委外事办、省文旅厅、省文物局主
办，展出时间为9月30日至10月30日。

展览开篇呈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
察时的有关场景和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要
求，用“一代伟人、一粒种子、一个样板、一列
动车”4个故事， 浓缩了7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湖南
贡献。同时，通过“创新湖南 ”“开放湖南”“生
态湖南 ”“文化湖南”4个版块，展示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 一张张清晰图片、 一段段视频资
料、一件件实物模型，生动讲述了三湘儿女追
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奋斗故事。 展览现场还设
置了点赞台，让观众通过互动形式，参与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

据悉，该展览的网上展馆于10月1日在红
网、时刻新闻客户端全面发布上线。

“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发展成就专题展开展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刘立平）今天上午，湖南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
挂牌成立。副省长陈文浩出席并为中心揭牌。

新组建的湖南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是省

委、省政府着眼高质量发展、深化机构改革作
出的重要举措。 作为省生态环境厅直属副厅
级事业单位，主要整合了原环境信息中心、环
境应急中心、 排污权交易中心、 环境评估中

心、环境宣教中心等单位相关职责，着力于为
省生态环境厅行使监督管理、行政审批、宏观
决策提供服务保障，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据介绍， 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将以优
化资源配置、 建设服务平台、 增强服务能
力、提升服务效能为抓手，打造铁军队伍，
建设一流中心，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贡献力量。

湖南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挂牌
整合原环境信息中心、环境应急中心、排污权交易

中心、环境评估中心、环境宣教中心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蒋伟）国庆前夕，中国首列商用磁浮2.0版
列车在长沙磁浮快线测试速度顺利突破130
公里/小时，刷新了短定子中低速磁浮列车运
行速度的世界纪录， 标志着我省重大科技创
新项目———“中速磁浮技术攻关”试验工作取
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作为我国首个自主化商用磁浮项目，时

速100公里的长沙磁浮快线于2016年5月开
通运营，迄今已安全运营3年多，被业界称为
中国商用磁浮1.0版。2018年6月， 由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湖南轨道集团磁浮
研究中心等单位组成的研制团队，按照商业
运营标准，成功研制了“速度更快、载客更
多”的新一代时速160公里商用磁浮2.0版列
车。

相比1.0版，2.0版磁浮列车牵引功率提升
30%， 采用3节编组， 最大载客量提高到500
人。今年8月，磁浮2.0版列车提速测试在长沙
磁浮快线车辆基地启动， 测试工作按照稳中
求进、逐级提速的原则，采用车上、车下同步
实时监控、专业团队保障运行的方式，确保了
运营线路安全，提速试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向目标时速160公里迈进了一大步。

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时速突破130公里
刷新中低速磁浮列车运行速度的世界纪录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贺佳）天地英
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上午，湖南省会各界
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湖南烈士公园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副
书记、省长许达哲，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同省会
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来到烈士纪念塔前，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深切缅怀先烈的丰功
伟绩。

乌兰、杨正午、徐守盛、王克英、胡彪、傅
奎、黄兰香、王少峰、谢建辉、张剑飞、冯毅、张
宏森、李殿勋、刘莲玉等省领导和老同志出席
敬献花篮仪式。仪式由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
记胡衡华主持。

国旗飘扬、鲜花绽放，今天的烈士公园处
处洋溢着喜迎国庆的浓厚氛围。公园入口处，
“爱上湖南”主题摄影展展出的一幅幅摄影作
品， 反映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取得的巨
大成就，表达着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祝福。

烈士纪念塔巍然耸立，四周松柏苍劲、庄
严肃穆，寄托着人们对人民英雄的深情追思。
9时整，省会各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
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
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们在烈士纪念塔下唱响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烈士致敬。

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湖
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湖南省委、湖南省军区以
及长沙市、省会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大型
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
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深情的《献花曲》
中，14名礼兵抬起花篮， 缓步走向烈士纪念
塔，将花篮敬放在纪念塔前。

杜家毫神情肃穆，迈步走向纪念塔，在花
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出
席仪式的领导与各界代表一道走进烈士纪念
塔内， 瞻仰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41位湘籍烈士
的英勇事迹，追忆红色岁月，重温革命精神。

接着，大家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塔，

寄托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追
思他们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 激励全省干部
群众继承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加快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 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湖南篇章而努力奋斗。

湖南省会各界向烈士
敬献花篮仪式在长举行

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乌兰出席

� � � � 9月30日上午， 省会各界向烈士敬献花篮， 深切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