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3年6月5日 星期三

本报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曹碧波

日前， 记者从郴州市苏仙区五里牌
镇往西北，开车10多分钟，便来到该镇
尾洞村的“二李农庄”。 35岁的李敏是农
场主之一，他身着迷彩服，皮肤黝黑，看
起来很精神。 4年前，他结束了自己的手
机生意，拉上同村的李伟，回家种田。

农场里，一排排果树结满了果实。 记
者问道：“这是什么啊？ ”李敏笑盈盈地说：

“是沙梨。 ”他指着不同的方向介绍，这边
是果木，那边是鱼塘，另一边是苗木。

李敏和李伟年纪相仿， 从小一起长
大，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2009年，已在城
里安家立业的李敏决定回村创业， 于是
找到自己的好友、做医药生意的李伟，商
量一起办农场。 当年， 两人回村承包了
300亩山地，种上了沙梨、板栗等，还养
了三黄鸡和飞天鹅。

由于是大苗木移栽，“二李” 种的梨
树第二年就开始挂果，梨子的口感不错，

很多水果商直接到农场预定。 头批出栏
的1500只三黄鸡和1500只飞天鹅，也远
销广东、福建等地。 那年，农场收入近20
万元。 如今，农场里不仅种有多种果树，
还种了红叶石楠、红枫等景观苗木，面积
共计500多亩，一派生机。

“这么大片农场，没技术搞不好，你们
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呢？ ”记者很关心这个
问题。 李敏介绍，他们订购了不少农技方
面的报刊， 经常上网看相关技术讲座视
频，还先后到桂林、成都、郑州等地学习。

通过几年摸索，原本对种养业一窍不通的
李敏、李伟成了“土专家”，周边很多人纷
纷找他们学技术、学经验。

边走边聊中， 来到一片梨树林，20
多名工人正在给沙梨套袋。“萍姐，树枝
太密了就要疏一下。这个树蛮小，一个枝
三个果就行了。”李敏给一名工人边教边
示范，“选这个果柄长的、果子大的留，有
营养……”

谈及未来发展， 李敏希望政府给予
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更多扶持。“明年我
们打算办两个养猪场， 并建一个规模较
大的农家乐， 形成集种养与休闲旅游于
一体的生态农庄。 ”李敏眼望远处，充满
信心。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胡益龙 吴炳

通道播阳镇圻鑫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梁元霞，人称侗乡“养猪王”。凭着
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 她办起
了黑猪养殖场， 并积极帮助当地农民发
展养殖业。

初夏时节， 记者来到设在湘桂黔交
界处三省坡下的圻鑫黑猪养殖场， 听梁
元霞讲述她的艰辛创业。

今年40出头的梁元霞是土生土长的
侗家女儿。 2001年，在播阳镇供销社工
作了近10年的梁元霞下岗了。为了生计，
她南下广州打工。

“打工不是长久之计，要有自己的事
业。 ”梁元霞介绍，2002年3月，刚过完春
节，她辞去工作，与同乡在广州合伙开了

一家豆制品店。
由于她做的豆腐口感好， 为人也谦

和，生意逐渐做开了，几年下来，净赚了
10余万元。 但她发现每次做完豆腐后就
把豆渣倒掉，挺可惜的，她想着在老家豆
渣是喂猪的上好饲料， 于是萌发了回家
养猪的念头。

2008年夏，恰逢世界金融危机，豆制品
也滞销，梁元霞毅然把店子转让了，返乡养
猪。 她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并向亲朋好友
借钱，凑了40万元，租了2亩荒地，建了2000
平方米厂房，从株洲买了4头良种公猪，在本

地买了80头母猪，走上了养猪创业路。
由于刚开始没考虑市场行情、 生猪

品种、防疫等问题，养殖场仔猪滞销，而
且猪瘟难以防疫， 梁元霞的养殖场迎来
了“寒冬”。

播阳镇领导得知情况， 多次到养殖
场查看了解， 积极与镇农贸市场、 屠宰
场、销售网点联系，为养殖场打开销路，
还派相关技术人员为养殖场义务进行技
术指导。梁元霞说：“要不是镇里支持，我
走不到今天。 ”

2009年初， 在县农业局帮助下，梁

元霞联合吴富亮等养殖大户， 成立了元
霞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并注册了“圻鑫
黑猪” 商标， 同时发展综合生态立体养
殖。当年，养能繁母猪150余头，出栏生猪
3200多头， 还养羊300余头、 家禽3000
羽，纯收入近100万元。

2011年10月， 梁元霞又牵头成立圻
鑫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下辖8个专业
合作社、25个养殖场，采取“抱团取暖，捆
绑发展”运营模式。去年，公司养殖能繁母
猪1600余头，出栏生猪3万多头，加上养
羊和家禽，年销售收入达8000余万元。

在点滴体验中
畅享学习快乐
———长沙市公路管理局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侧记
本报记者 尹虹

“经常坚持学习， 课后还有作业， 但干部职工都
乐在其中， 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令人震撼。” 日前， 长沙
市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王锡财被长沙市
委评为社科先进工作者， 他主持的课题 《创综合素质
训练体系， 建学习型卓越团队》 阐述了长沙公路系统
的学习创新， 获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最近， 记者
来到长沙市公路管理局， 探究其“学习之道”。

“我们‘公路人’ 有很多优良品质， 能吃苦， 思
想单纯， 业务能力强， 但也存在学习风气欠缺、 开拓
创新意识不够强等问题。” 该局党委书记、 局长厉江
华坦言， 局党委特别希望通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促推
全员综合素质大提升， 近两年来一直致力于构建并践
行契合干部职工行业特点、 现状及需求的综合素质训
练学习体系。

这种综合素质训练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当代科
学发展理念与国际领先的NLP教练技术紧密结合， 突
破传统灌输式学习理念， 模拟工作、 学习、 生活中的
情景， 以个人心灵成长和建设卓越团队为主线， 采用
串讲、 互动、 游戏、 故事与案例讲析、 研讨、 练习、
分享等体验式训练， 呈现出别开生面的学习新格局。
两天一晚的学习， 令许多学员感慨“竟然做了那么多
有意义、 让人快乐的事”。 朗诵了中外名著； 感受正能
量与心理阴暗面的交战； 在激烈的团队竞争对抗中体
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为队友系上“蓝丝带” 传递爱与
激励； 与积怨多年的同事和好如初……因为培训须挤
占休息时间， 有的学员刚开始时有抵触情绪， 随着教
练、 助教全身心投入引导， 他们开始认真听课、 积极
配合互动和分享， 直至在结业典礼上大声说出“谢
谢”、 “我要做全新的自己”。

该局综合素质训练投入成本很少， 主讲教师由雷
锋式学习标兵、 党员学习明星王锡财义务担任， 他悉
心研究职工教育， 多次自费参加NLP培训； 助教选用
本系统职工担任； 利用会议室、 机关院落完成各项体
验式教学任务。 截至目前， 长沙市公路系统已有三分
之一的员工共计400多人体验了综合素质训练第一阶
段的课程， 效果非常明显。 参训者的道德水平明显提
高； 执行力、 管理能力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大幅提升；
参训单位团队
协作能力显著
增强， 自主学
习蔚然成风 ，
工作效率大大
提高。 他们计
划在完成全员
第一阶段课程
培训后， 再进
行第二阶段课
程培训。

“哥俩”办农场

侗乡“养猪王”

回乡创业��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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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4日讯（通讯员
熊学范 记者 左丹）今天，在
长沙望城区大湖中学多功能
会议室，韩国韩亚航空公司向
望城区大湖中学捐赠63台教
学用计算机，1台投影仪、1台
钢琴，1台大功率空调等教学
用品。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
总领事韩光燮，韩国贸易馆长
沙代表处总经理李领基，韩亚
航空公司社长尹永斗等出席
了捐赠仪式。

据悉， 自2012年起，韩
亚航空公司与韩国国际合

作组织（KOICA）共同开展
社会公益活动———“美丽教
室工程”。 计划至2014年，与
中国21个开航城市的中小
学校结为友好单位，向需要
帮助的学校捐赠教学用品
等。 在今天的捐赠仪式上，
韩亚航空公司与大湖中学
还就学校发展和学生教育
工作达成持续交流与合作
的友好协议。 捐赠仪式开始
前，韩亚航空还为大湖中学
的学生举行了乘务员职业
讲座。

韩亚航空结缘望城大湖中学

援助“美丽教室”

“抢七大战”大胜23分
东区决赛在苦战6场后， “卫冕

冠军” 热火队与步行者队又回到了
同一起跑线。 胜者挺进总决赛， 败
者只能抱憾整个夏天， 这便是“抢
七大战” 的魅力所在。

本场比赛， 面对以篮板球和防
守见长的步行者队， 热火队全场篮
板球数以43比36压倒对手， 前场篮
板方面更是以15比8大占上风。 首
节， 热火队将进攻中心放在了韦德
和波什身上， 但步行者队进攻更为
顺畅， 以21比19领先。 第二节主队
开始占据主动， 出色的前场篮板为
热火队带来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
随着波什连得5分后， 被打蒙了的步
行者队陷入得分荒， 一下子被甩开
两位数的分差。

易边再战， 虽然步行者队加强
了球的移动， 进攻也略有起色， 但

主场作战的热火队内外线全面开花，
前三节以76比55遥遥领先。 谁也没
有料到， 这场“生死战” 的末节竟
然成了垃圾时间， 热火队继续扩大
优势， 最多时领先对手28分。 比赛
还有3分44秒时， 步行者队撤下了全
部主力， 不得不宣告放弃。 胜负早
已失去悬念， 最终“卫冕冠军” 以
23分的优势大胜步行者队， 夺得东
区冠军。

北京时间6月7日， 本赛季总决
赛将在迈阿密美航中心打响首战，
届时热火队将在主场迎战等候多时
的马刺队。

“詹韦合璧”夺下53分
热火队连续2个赛季和东部最难

啃的对手打“抢七”， 去年是凯尔特
人队， 今年是步行者队， 都是一等
一的硬骨头。 本场比赛， 作为场上
的领袖詹姆斯威风八面， 夺下32分、
8个篮板和4次助攻， “闪电侠” 韦
德也从低迷的状态中走出来， 以21

分和9个篮板力证了自己的总冠军之
心。 赛后詹姆斯说： “我们一开场
就打出了一个针对韦德而设计的战
术， 虽然他没拿到球， 但他成功找
到了禁区的感觉。 我想让他尽快融
入攻击体系， 找到自己的节奏。”

等待了整轮系列赛， 热火队球
迷终于等到了詹姆斯和韦德共同爆
发的一场。 23分的大胜酣畅淋漓，
詹姆斯和韦德合力攻下53分， 超过
了热火队总得分的一半。

热火队本场最大的变化就是韦
德和詹姆斯的防守对象进行了互换。
詹姆斯主要防保罗·乔治， 韦德主盯
斯蒂芬森， 防守策略的变化收到了
奇效， 步行者队进攻从第二节开始
就逐渐进入瘫痪状态， 热火队几乎
只用了3节就迫使步行者队缴械。

热火队主教练斯波尔斯特拉认
为， 本场比赛是热火队整个系列赛
打得最出彩的一场球， “詹姆斯和
韦德的换防对球队的胜利起到了很
大作用， 他们在一起合作很融洽。”

在北京时间4日进行的NBA东区决赛“抢七大战”中，“闪电侠”韦德终于
走出低迷状态，与詹姆斯“双星闪耀”。最终热火队主场以99比76大胜步行者
队，从而以4比3的总比分连续第3年挺进总决赛———

闪电侠“复活”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在今天进行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亚
洲区十强赛第8轮比赛中， 日本队主
场以1比1战平澳大利亚队， 成为除
东道主巴西外， 首支晋级世界杯32
强的球队。

日本队与澳大利亚队历史交锋
19次， 各取得6胜7平6负， 双方实力
旗鼓相当。 小组赛战罢7轮， 日本队
6战取得4胜1平1负积13分于B组遥

遥领先。 由于上轮爆冷客场败给约
旦队， 因而推迟了日本队的冲线时
间。 本轮面对澳大利亚队， 只需要
战平， 日本队就可以提前两轮进入
巴西世界杯。

本场比赛， 双方未经试探就展
开全力进攻， 虽然门前险情不断，
但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 场上比分
仍然处于0比0。 第81分钟， 澳大利
亚队利用反击打破僵局， 奥尔边路

的一脚传中球意外打入球门死角，
澳大利亚队1比0领先。 比赛最后时
刻， 日本队本田圭佑战术角球发到
禁区内， 麦凯手球犯规， 主裁果断
判罚点球， 本田圭佑操刀命中将比
分扳平。

最终， 日本队主场以1比1险平
澳大利亚队惊险拿到1分， 从而提前
2轮锁定2014年世界杯决赛圈入场
券。

巴西世界杯日本队第一个出线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今天宣布， 正
式聘请前英格兰国家队主帅、 瑞典
人埃里克森担任球队主教练， 任期
至2014年底。

富力在法里亚斯下课之前就已
经开始了选新帅的工作， 包括埃里

克森、 李章洙等名帅都是其考虑的
人选。 一天前， 埃里克森的原东家、
阿联酋劲旅纳赛尔队官方宣布同意
了埃里克森辞去技术总监职务的决
定， 这也为埃里克森入主富力打通
了最后的障碍。

新帅埃里克森显然名气要比法

里亚斯大得多， 此前在超过30年的
执教生涯里， 瑞典人共带队获得超
过20个冠军， 但他的辉煌更多来自
于2000年以前。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
部副董事长陆毅透露， 埃里克森将
于6日与球队会合， 开始自己在中国
的第一堂训练课。

富力签约埃里克森

6月4日，湖南
师大心理学系的
爱心志愿者来到
长沙市天心区坡
子街登仁桥社区，
为遇到困扰的残
疾人吴学明进行
心理疏导。 当天，
我省首个社区心
理咨询服务中心
在该社区成立。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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