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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21

日讯 （通讯员 王聪颖

刘东来） 截至

6

月中旬 ， 华菱衡阳钢管

(

集团

)

公司今年以来已出口钢管

213854

吨， 与年出口计划进度基本持平 ， 成为

同行业佼佼者。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 加之国际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 ， 从

2008

年底开始 ， 衡

钢国际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 ， 以前占企

业外销量

40%

的北美和欧洲市场 ， 大幅

萎缩。 对此， 衡钢没有坐以待毙 ， 而是

积极优化市场流向。 年初便将开拓国际

市场的着力点瞄准南美 、 印度 、 中东和

独联体等国家和地区 。 通过积极走访 、

加强联系， 衡钢新的国际营销网络逐步

建立， 目前 ， 中东 、 非洲 、 独联体已成

为衡钢海外市场的主战场 ， 销往这些市

场的产品已占企业出口量的

70%

以上 。

头

5

个月， 仅阿尔及利亚客户就与衡钢签

订了

10

万吨合同 。 与前几年比 ， 衡钢销

往叙利亚、 伊朗等中东市场的钢管也在

增加。

拓展国际市场 ， 衡钢不打价格战 ，

及时调整品种结构 ， 做到 “人无我有 ，

人有我优 ” 。 出口在保 “量 ” 的同时 ，

“质” 也在逐步提升。 头

5

个月 ， 出口产

品 中 高 科 技 含 量 、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达

100660

吨， “双高” 产品比重达

58%

， 其

中新产品

32896

吨。 石油管 “特殊扣” 是

衡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产品。 去年底 ， 这种产品开始在国

外油田试用， 今年便已批量走向国际市

场。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

6

月初在

原来订购

800

吨合同基础上， 再次与衡钢

签订了

2400

吨合同 。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与衡钢试用石油管 “特殊扣 ” 的商务洽

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郭姝静

这是两个本不该交集的人： 一个是

土生土长的长沙人， 一个来自遥远的东

北舒兰市； 一个是盲人按摩师， 一个是

女研究生。 然而， 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对

生活的热爱， 让他们共同演绎了一幕感

人的师徒故事。

老师叫杨德才， 今年

45

岁的他曾是

一名深受爱戴的人民教师， 在

1997

年的

一场车祸中 ， 杨德才的双眼失去了光

明。 面对责任和亲情， 勇敢的他慢慢接

受了现实， 直面人生的艰难险阻， 重新

确定了生活的目标———当一名最优秀的

盲人按摩师。 为了实现这个心愿， 杨德

才付出了比别人多出百倍的努力， 终于

如愿以偿。

2001

年， 杨德才取得了高级

按摩师资格 ；

2003

年 ， 他开始自主创

业， 开办了爱康盲人按摩院。 由于手艺

精、 人品好， 他的事业很快闯出了一片

蓝天。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 安顿下来的

杨德才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从

2005

年至

今， 他已经对

113

名残疾人和

142

名健全

人进行了免费的按摩技术培训， 陆续安

置了上百名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就业。

杨老师桃李遍天下， 然而他却不曾

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收一名研究生做徒

弟。 那是

2008

年

12

月的一个周末， 风很

冷， 还下着冰雨， 杨德才的按摩院里来

了一名特殊的客人 ， 她不是来做按摩

的， 而是来拜师的。 她就是就读于湖南

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的本硕连读生

南贵萍。

23

岁的南贵萍和杨德才一样， 也有

一段痛苦的人生经历。 她患有先天性视

网膜色素变性， 随着年纪的增长， 她的

视力越来越差， 现在， 她只能看到眼前

的一小点中心范围。 生活的不幸没有压

垮这个乐观开朗、 好胜要强的姑娘， 她

凭着自己的顽强努力考上了湖南中医药

大学， 又凭着自己的坚忍不拔努力地继

续着学业。

为了更好地掌握推拿专业的实践知

识， 经过朋友的推荐， 南贵萍找到了杨

德才老师。 第一次见面， 小南的诚意就

给了杨老师很大的震撼： 为了帮杨老师

发放按摩院的宣传资料， 她牵着同学的

手， 跑了

2

个社区， 从中午一直到晚上

8

点， 挨家挨户发了七八百份， 连晚饭都

顾不上吃。 十分感动的杨老师当即决定

收她为徒。

现在每个周末， 南贵萍一醒来就直

奔杨老师的按摩院， 跟着老师从推、 揉

等简单手法开始， 一遍遍地练习， 直到

晚上再摸黑回学校。 刚开始， 小南按摩

手法里的圆画得不够圆， 杨老师就风趣

地说： “这是鸭蛋， 这是鹅蛋……” 小

南却说： “老师， 你直接批评我吧， 你

批评我 ， 我才能做得更好 ！” 对于新手

来说， 练手法是一个很累的活， 几十种

手法， 练好一个才能继续下一个， 一天

下来， 一般人都会手腕疼得受不了， 可

是南贵萍从不抱怨什么， 没有练好就绝

不停手 。 今年春节 ， 南贵萍没有回家 ，

而是一直在杨老师的按摩院学习实践 ，

大年三十都没有休息。 杨德才也不由得

赞叹说： “小南的坚韧， 连我也深受教

育。”

对南贵萍来说， 杨老师给予自己的

不只是推拿技术上毫无保留的教导 ，更

为她的人生点燃了希望。 因为自己的视

力问题，她一度想要放弃学业，并不是她

没有能力学好，而是视力实在太差，难以

跟上学习进度。 杨老师的出现， 以一个

“同路人”的身份向她诠释了什么叫做自

强不息。 杨老师时常鼓励她、开导她，给

她加油打气。 为了能给小南的生活和学

习带来改善，杨老师更是费尽心思。 南贵

萍周末往返于培训班和学校，十分辛苦，

为了给小南在异地办一个残疾人证 ，方

便她出门坐车，杨老师到处找人帮忙。

通过老师的精心教导， 小南进步得

飞快。 一次， 一名肌肉拉伤的飞行员来

到按摩院， 经过小南的医疗按摩， 他当

场表示 “好多了 ！” 现在 ， 南贵萍最大

的梦想就是毕业后能像老师一样， 在长

沙开一家医疗按摩院， 以己之长帮助残

疾人， 用心回报这个社会。

杨德才工作的时候喜欢唱歌， 就像

他歌里所唱到的一样 ： “地面上行人 ，

不要埋怨， 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 一人

栽棵树 ， 沙漠也能成绿荫 ； 一人添根

柴， 黄土也能练成金。”

英国商务代表团访长

双方将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

本报

6

月

21

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吴沙）

6

月

18

日

,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戴伟绅总领事带领

24

人的英

国商务代表团访问长沙。 这天下午， 双方签署了 《英国

与长沙市可持续城市合作倡议意向书》。

此次访问是英国贸易投资署着力推进与在华区域性

城市合作发展项目的活动之一。 在英国贸易投资署最近

出版的研究报告中， 长沙被评选为华南地区蕴含潜在巨

大商机的主要区域城市。 近年来， 长沙与英国之间的贸

易额增长了

50％

。 此次英国商务代表团访长， 双方将加

强在贸易投资、 气候变化、 科技创新及教育等领域的合

作， 同时帮助英国公司进一步了解长沙的潜在商机。

据悉， 长沙 “两型社会” 建设已引起海外的重点关

注， 中国商务部已与英国商业、 企业和制度改革部及贸

易投资署正式签署了关于可持续城市合作倡议的谅解备

忘录。 长沙成为继武汉和重庆后此项目的第三个试点城

市。 双方将在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改造、 节能建筑

设计和施工、 空气污染控制以及污水治理等方面寻求全

面合作。

新宁张开双臂纳贤才

本报

6

月

21

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杨坚 江世海

蒋胜）从湖南理工学院毕业后在家待业一年多的小易 ，

最近被新宁县人事部门录用。 拥有英语八级证书的小

易， 在崀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浩大工程里找到了用武

之地。 新宁县县长李小坚请记者捎话， 一个地方要加快

发展， 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 新宁县真诚地张开双

臂， 欢迎各方贤才前来施展才华， 并为大学毕业生就业

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今年， 新宁县采取对策，

积极支持人才来新宁发展。 县里建立了人才建设专项资

金， 从今年起， 财政每年拿出

50

万元， 用于招揽各方贤

才和帮助大学毕业生在新宁就业创业。 同时， 加大人才

引进力度。 在旅游、 计生、 卫生、 科技、 水利等行业，

已通过 “双向选择” 引进

25

名应届大学毕业生； 在教育

战线， 已公开招聘

100

名特岗教师； 拿出

57

个公务员职

位， 面向全国公开招考。

为帮助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 新宁县出台了一系列

优惠政策。 对来新宁自主创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将在

企业注册、 税费减免等方面提供支持； 国家重点院校本

科毕业生或硕士研究生， 愿到新宁工作的可参加 “双向

选择”， 相关单位和部门免收各项费用； 亟需引进的人

才到新宁工作并签订

5

年以上合同的， 本科毕业生、 硕

士研究生可一次性分别获得安家费用

4000

元、

8000

元。

320国道维修

醴潭高速车流大增

本报

6

月

21

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欧阳浩亚）近段时间，由于

320

国道封路维

修， 前往醴陵车辆全部改走醴潭高速，醴

潭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增，经过该高速公路

最好避开

3

个高峰时段。

6

月份以来， 由于

320

国道封路维修，

原来走

320

国道前往醴陵或过境醴陵的车

辆全部改走高速公路经醴陵东收费站下

高速， 导致醴潭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增，目

前， 醴陵东收费站日车流量已由原来的

3000

辆次增加到

8000

辆次 ， 每天排队达

500

多米长。 醴潭高速交警提醒，醴陵东收

费站路段的车流高峰和拥堵时间段主要

为凌晨

1

时至

5

时、下午

12

时至

16

时、晚上

18

时至

21

时，驾驶人出行最好避开以上高

峰时段。 交警同时提醒，驾驶人出行前，可

拨打醴潭高速交警大队

24

小时值班电话

0733-2833110

，询问相关路况信息。

长沙成立首支

食品安全公安执法队

本报

6

月

21

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向波 孔奕

邹沛霖）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6

月

18

日， 全国首

支食品安全公安执法队伍———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食品安全执法大队挂牌成立， 从即日起全面履行打击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能职责。

据悉， 该大队将承担搜集、 掌握食品、 药品安全

犯罪情报信息和犯罪动向， 侦办长沙市范围内发生的

涉及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的犯罪案件， 依法配合相关

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等职能职责。

长沙市公安局局长李介德表示， 将充分发挥公安

机关的侦破打击职能职责， 加强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的侦缉和打击 ， 彻查严办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件 ，

特别是对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极大的案件， 坚决做到

审查深挖、 攻坚克难、 追根溯源， 查明假劣食品药品、

有毒食品的生产、 加工、 销售、 运输、 包装等各个环

节的策划者 、 组织者 、 参与者 。 今后 ， 群众可拨打

“

110

” 报警电话， 向该大队举报涉及食品、 药品安全

的各类违法犯罪线索。

长沙出租车治安联动防控

报告警情信息有奖

本报

6

月

21

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向波 孔奕

邹沛霖） 记者从长沙警方获悉，

6

月

18

日凌晨

1

时， 长沙

一出租车公司 “的哥” 柳某在长沙县星沙镇搭载了两名

男子到长沙市区， 路上被两男子持刀抢走财物若干。 柳

某马上拨打报警电话。 长沙市公安局

110

报警中心立即

启动出租车社会治安联动防控应急机制。 接到电台发来

的求援信号后， 数位民警和

30

余名 “的哥” 纷纷驾车赶

往案发地， 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3

月下旬， 长沙市启动出租车社会治安联动防控工

作体系。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该市公用局采取自愿

报名、 公司推荐、 政审把关的方式， 在全市符合条件的

出租车驾驶人选择了

1200

名警情信息员， 鼓励他们及时

举报违法犯罪线索。 长沙市公安局规定， 对举报重要治

安信息， 主动抓获或提供线索、 协助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的出租车驾驶人， 视情给予

100

元至

3000

元不等奖金；

对抓获 “两抢一盗” 犯罪嫌疑人的出租车驾驶人， 最高

可发放

1

万元奖金。 为建立保障救助机制， 解决后顾之

忧， 长沙市公用局组织各出租汽车经营单位购买所属驾

驶人的意外伤害保险。 对因履行社会治安联动防控职责

而耽误营运、 收入受损的， 按每天

100

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 对在参与社会治安联动防控工作中致伤、 致残的，

给予经济补助。

至目前， 省会出租车司机共向警方报告各类警情

574

起， 为公安机关维护稳定、 侦查破案、 抓捕犯罪嫌

疑人提供了有利战机。

东方不亮西方亮 优化结构拓市场

衡钢钢管出口逆势而上

今年以来已外销21万多吨，成为同行业佼佼者

（紧接

1

版

①

）路拉通了，这里的柑橘身价

陡增。 去年， 全村人均柑橘收入

6000

多

元；路拉通了 ，村民的积极性高涨，其它

基础设施建设一项接一项。建水塔、通自

来水、架路灯、建农民公园、修庭院、硬化

山塘水渠……几年间， 这个山村的现代

化气息越来越浓。采访中，该村香堰湾组

村民李光华兴奋地将记者拉到他家里参

观：一栋装修一新的两层小楼，被一道半

人高的花墙围住。进入房内，各种现代生

活设施一应俱全。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

某种程度上代表乡村文明的 “厕所”，瓷

砖地板上安装的水冲式厕所，非常干净。

老李得意地对记者说：“我们现在也过上

城里人的生活了。”

新农村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

“坎”。解决行路难 、饮水难等问题 ，是农

民反映最强烈、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常德市按照“连片示范 、镇村同治 ”的思

路，以示范点（片）为重点，逐年加大对农

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 同时充分发挥

农民主体作用，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3

年来，该市共启动

20

个新农村建设

综合示范片、

500

个示范村、

400

多个乡镇

示范点的建设。 累计投入新农村建设资

金

19

亿多元。 全市完成村庄整建规划编

制

1140

多个；硬化通村公路

5818

公里，通

水泥路的行政村达到

2518

个； 建立了

30

个饮水安全示范片， 完成改水工程

4700

多处，新解决了

50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新建沼气池

6

万口，总量达到了

26

万口。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迅速拉近

常德大批乡村与城市的距离。

全方位整治，打造宜居新村

近几年来， 记者三进澧县张公庙镇

兔子口村采访， 见证了村子 “旧貌换新

颜”的过程。

2007

年葡萄节 ，记者来到这

里， 虽然葡萄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村民的

心中，但村庄还是传统的模样：房屋凌乱

散落在平原上，村子里垃圾遍地，鸡犬乱

蹿。去年 ，记者再访这里 ，村庄整治如火

如荼，家家户户正整地坪、刷屋墙、建沼

气池、改厕所、砌花台……当时领着一家

人大干的村民刘辉华对记者说：“过去我

们也想有个好环境，但大家一盘散沙，搞

不起来。现在 ，经济条件好了 ，上面有规

划，政府有补贴 ，镇村有组织 ，我们怎么

不攒劲搞呢？”最近记者旧地重游 ，发现

这个村的面貌已焕然一新。经过“穿衣戴

帽”，户户碧瓦粉墙，庭院敞亮，大多数村

民用上了沼气、淋浴和水冲式厕所。村里

建起了崭新的办公楼，里面有卫生室、电

脑室、图书馆 、农民夜校等 ，还建了农民

文化广场、垃圾处理场，村道上修起了绿

化带 、 亮起了路灯 。

20

户房屋破旧的村

民，集中搬进了别墅式的“宜居新村”。

来自常德市农办的数据显示， 在新

农村建设的强力推进中，该市共有

500

多

个示范村像兔子口村一样， 已经大变样

了， 共有

20

多万农民体验到了现代化村

庄的快乐。据测算，如果办点示范坚持

15

年 ，全市可办成

1600

个示范点 ，惠及

240

万农民，占到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

谈到新农村建设， 常德市委书记卿

渐伟说， 已经取得的成效， 无疑令人振

奋，但只能说是局部的突破，常德的新农

村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紧接

1

版

②

）当前

,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

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

对我国经济

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

,

对农业农村发展的

冲击不断显现。在我省农村，农民工就业

形势严峻

,

农民收入增长难度加大，农产

品价格不断波动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而农民本身抵御危机的能力相对较弱，更

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关心农民疾苦、尊重

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

要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

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只有农民增加了收入，其它各项社

会事业才能有效展开，才能实现“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无论选择哪一

种模式， 都要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终极

目的。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需要

我们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趋势和发

展规律， 在体制创新和工作方法创新方面

进行新的探索。 而最重要的是要探索融资

新路径，进一步增加投入，如怎样建立稳定

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 尽快形成完备

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怎样加强县、

乡、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怎样加

大财政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力度，提

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等等。

经过

3

年的建设， 我省农村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

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重大社会系

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新形势，面

对新要求，面对新期待，我们要有打持久

战的思想，不断探索新思路，创新发展新

模式，将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紧接

1

版

③

） 但曾存粮没有选择规避，他

主动要求承接水厂和留下的沉重债务。他

说，水厂是弟弟辛苦打拼来的，凝结了弟

弟多年的心血，虽然资不抵债，他不希望

就此打住。 他要对得起弟弟临终前的期

待，对得起借钱给弟弟救命的好心人。

兄弟之情，亲如手足。

1970

年，曾存

粮出生在衡阳市祁东县一个叫罗塘的穷

山村。曾存粮是家里的老二，老三曾桂粮

比他小

5

岁。曾存粮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

挣钱供弟弟上学。 他来到吉林省辽源市，

在街头摆起了一个水果摊。后来，家里买

了一个城市户口， 他也让给了弟弟曾桂

粮，自己则南下广州继续打工生涯。

虽然当上城里人，弟弟曾桂粮的生活

依然曲折而艰辛。

1997

年，曾桂粮下岗了。

为了谋生，他到一家私营水厂打工。凭着

一股“吃得苦”的劲头，曾桂粮从一个打工

仔当上了水厂老板。这时，他想到了二哥

曾存粮，希望二哥能回来帮他。当弟弟将

这一想法讲出来后， 曾存粮没有立即答

应。

“我和妻子在广东打工，每月能挣几

千元，实在不愿回去。”曾存粮坦言当时拒

绝的原因。

弟弟又打电话来了。他感到弟弟求助

的迫切和对企业发展的忧虑。 作为哥哥，

他不再犹豫。

2003

年春， 曾存粮辞掉工作

回到衡阳。随后，他又让妻子放下高薪回

来帮助弟弟经营水厂。 可他万万没有想

到，弟弟却因车祸撒手人寰。

2008

年

5

月

27

日， 曾存粮请来了所有

的债主。他重写

21

张欠条，将弟弟的债务

收归自己名下，并向大家承诺，在

3

年时间

内，替弟弟分批偿还

54.74

万元债务。

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弟债兄还，义盖

云天。 接过水厂厂长的担子与沉重的债

务，曾存粮起早贪黑，更加辛勤。在短短几

个月时间里， 他就将保险获赔的

7

万元和

经营收益

6

万余元全部用于偿债， 一步步

履行着自己的承诺。

兄爱如山，兄爱如海。在弥漫着浓浓

的亲情中，我们看到了曾存粮对弟弟那份

血浓于水、高尚纯洁的深情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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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 第五届豪客来 “小画笔， 大祖国” 全国儿童绘画比赛在长沙举行。 小朋友们通过手中的画笔描绘伟大祖国， 喜迎建

国

60

周年， 长沙地区参赛选手获得了全国第三名。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