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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胡富君 刘孟禹

7月10日，湖南省地方海事局在全省
组织开展为期20天的内河船员考核工
作。按计划，我省将通过考核、培训等手
段不断提高内河船员数量和素质。

据省地方海事局统计， 截至6月底，
我省共有船员约2万人，其中具有一类船
长、轮机长职务的高级船员1776名。

“普通船员缺口约3000人，尤其是高
级船员紧缺，目前亟需约500人。”湖南省
地方海事局船舶船员处处长张伟说。

� 水手升至船长需8至10
年，船长月薪达万元

10日上午，一艘名为“湘益5311号”
的1900吨级运砂船正在湘江长沙枢纽船
闸等待过闸。

船员徐自安向记者介绍，目前该船共
8名船员， 其中一类船长月薪12000元，一
类轮机长月薪10000元，大副和大管轮分
别为8000至10000元，水手月薪4000元。

近年来， 随着湖南进出口贸易量的增
加，内河航道等级不断提升，水运环保、成
本低的优势日益明显， 湖南内河集装箱运
输业务发展加快， 特别是砂石运输船舶增

多，内河一类高级（轮驾）船员需求量增大。
“船长等高级船员的薪酬较高，是顺

应市场需求产生的现象。”湖南湘平高速
航运公司总经理欧阳回春对此回应。

不过，晋升内河一类高级船员，并非
像陆地上考驾照一样容易。

据了解， 从一名普通水手成长为一
名高级船员（如船长），需经过二副、大副、
二类船长等逐级考试考核， 这个过程一
般需要8至10年。

现年29岁的孙强棋，于2013年8月考
试合格后，在“湘远16号”5000吨级集装
箱货轮担任一类船长。 他也是所在企业
最年轻的一类船长。

欧阳回春介绍，一类船长除了必须具
备的资历、资质外，还要经过企业的综合考
核，才能承担重任。一般具有8至10年实际
工作经历的一类船长，属于成熟型船长，不
易发生人为安全事故。40岁左右、 富有经
验的高级船员更是企业的“香饽饽”。

� 船员工作单调风险高，城
市青年望而止步

高级船员吃香，可企业招人并不容易。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少企业纷纷

高薪挖人，即便是万元月薪，都难以招到
理想的高级船员。”一位航运企业负责人

向记者透露。
湖南省船东协会秘书长张迪奇分

析，湖南船舶运力近两年增长迅猛，船员
配备相对滞后，造成高级船员紧俏。

据湖南省水运管理局统计， 截至
2013年底，全省船舶总运力达364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45.6%，为历年增长幅度最
快的一年。根据船舶配员比例计算，目前
湖南普通船员的缺口约3000人， 内河高
级船员缺口约500人。

“船员岗位要求身体健康，并有吃苦
耐劳的精神， 大部分城市青年不愿干。”
张迪奇介绍，船舶驾驶职业流动分散，生
活和工作环境艰苦， 常年是“一面向蓝
天，三面朝江水”，工作枯燥单调。

此外，船上工作有时需要与惊涛骇浪
搏斗，风险性大；男女性别比例不均衡，不
易成家等因素，导致船员缺口较大。

另一方面，由于一名高级船员的成长
周期较长，投资成本较大，因此，不少企业
只靠“招兵买马”聘用高级船员，不愿送船
员参加中高级学习培训，加之内河船员的
考核难度大，造成高级船员“断层”。

� 大专院校将增设专业培
训，缓解供需矛盾

目前，我省仅有长沙、益阳、常德、岳

阳等地具有经交通运输部海事部门批准
设立的船员培训机构。怀化、邵阳、平江
等地具有由湖南省地方海事局批准设立
的培训基地学校。

湖南省地方海事局船舶船员处处长
张伟介绍， 我省近两年已开始加大高级
执证船员的培训力度。 我省今年还将计
划组织1至2批次中高级船员的培训，下
半年将新培训增加船员500人，以缓解高
级船员供需矛盾。

省内不少大专院校也正筹备增设轮
船驾驶等相关专业，以培养后备人才。

湖南交通职业学院今年开设轮机专
业，培养船舱船员；岳阳广播电视大学
计划开设水上专业， 培养船舶驾驶人
才；邵阳等地的大中专院校也正向省地
方海事局申报开设船员等相关专业培
训班。

“一方面，要加强校企合作，实行订
单式培养；另一方面，航运企业也要花力
气为船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才
能确保航运行业就业的稳定性。”张伟认
为，只有船员心里不“慌”，才不会出现“船
员荒”。

� �随着湖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路货运量不断提升，各类船舶增长迅猛，可高级船员紧缺，不少航运企业
为缺少人才诉苦———

万元月薪，为何难招高级船员

经济视野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湖南日报社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省工艺美术协会主办
记住乡愁———寻访最美的古村镇、老手艺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爱心无限 责任伟大 携手共圆中国梦

通讯员 向民贵 袁绍仁 本报记者 李传新

�“半似亲生子，半是师生情。”这是泸溪县兴隆场镇武堰
村小教师杨再锋爱生如子的真实写照。

7月8日，杨再锋带着生活、学习用品和课外书籍，顶着
30多摄氏度的高温前往“儿子” 梁家旺家中，看他暑假生活
过得怎么样。

梁家旺有一个姐姐。姐弟俩与70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
平时，姐弟俩生活俭朴，很少出门。杨再锋将梁家旺接到学
校，给他买衣服鞋袜，与他吃住在一起。以前看到陌生人胆怯
的梁家旺，已变成有说有笑的阳光男孩。

2013年农历除夕，让梁家旺惊喜的是，杨再锋给他带来了
礼物，送上了压岁钱。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围炉聊天，共度除夕。

杨再锋爱生如子，班上有个叫刘波（化名）的学生，因父
亲患肝腹水，无法上学。杨再锋把他接到学校。同学怕传染，
不愿和刘波一起住。杨再锋找来两张长靠椅凳，相拼成“床”，
放在客厅，师生早拆晚铺。一年后，刘波的父亲去世，刘波毕
业了，而他的弟弟正上6年级。杨再锋又将他的弟弟安排到家
里吃住，直到毕业。

2000年秋天，一个叫李平（化名）的学生，父亲去世，母
亲改嫁，继父年近花甲，家庭贫穷，李平孤苦伶仃。杨再锋得
知后，经常给李平购买日常用品和学习用品。一天，李平小心
翼翼地问杨再锋：“杨老师，您愿意做我干爹吗？”杨再锋说：

“如果你爸妈同意，我愿意。”他们亲如一家。李平读初中时，
杨再锋仍然在资助他。

今年57岁的杨再锋，从教37年来，不论环境怎么改变，
但他献身乡村教育的信念从未更改。他说:“孩子是大山的希
望，祖国的未来。为了明天更美好，我愿做一块基石，为山里
的孩子铺就成长的路。”为资助贫困学生读书，凡逢节假日，
他都要去干农活，打短工，挑起箩筐收废旧书报，筹集资助资
金。他是大山深处贫困孩子可亲可敬的“爸爸老师”。

本报记者 文热心

两座青山 一沟流水
从醴陵北下沪昆高速西行，大约

20多公里过仙槎桥水库后，就进入沩
山村。

两边青山夹着一条宽约500来米
的田垄，还有一沟流水，弯弯绕绕地
由西向东延伸，南岳七十二峰中的一
座是它们的起点。

现代化之风：汽车、电脑、乡村别
墅， 早进入了这个山村， 可绿荫、宁
静、悠闲是主色调：树木葳蕤，流水潺
潺，鸡鸣狗吠，鸭子浮水，虫声嘀咕。

两千年窑火的遗存
青山绿水下掩埋的是两千年窑

火文明。
2007年，这里一个山包起火，树

木成灰后是一座白花花的瓷山。村里
人觉得平常，外面人却“拍案惊奇”：
这里生产过瓷器，什么时候？与醴陵
瓷业是什么关系？

相继赶来的文物专家们考察得
出结论：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最
大古窑群：有宋窑、元窑、明窑和清
窑，还有与长沙铜官窑同期的唐代陶
瓷碎片， 甚至更早的。60余座古窑分
布以沩山为中心的约129平方公里范
围内，被森林覆盖着。

文字记载和地下遗存，还有亲历
者都证明：这里是醴陵瓷业的源头。

接待记者的蔡其伟年过七旬，瓷
工出身，是醴陵古窑的管理员，满肚
子“沩山瓷经”。在他的记忆里，沩山
当年可是山山窑火，处处冒烟；草蓬
里是和泥、做坯、绘画的瓷工忙碌的
身影；街道的旅馆里，是操着各种口
音的瓷商；山脚下那条古道，独轮车
唱着“吱吱呀呀”的歌，驮着竹篓子包
装的瓷器， 向东奔向前头的姜湾码
头，瓷器就从那里装船，从渌江转湘

江，然后出洞庭，过长江，进入城市，
再进入千家万户。年复一年，渌江上
重复着这样的景象：点点白帆，声声
号子……醴陵瓷器就在这景象中扬
名中国，扬名世界。

蔡其伟说， 当年沩山号称“小南
京”。民国时期，这里驻有收税机关，还
有别动队，前者是“抽血”，后者是“抽
查”。鼎盛时期，沩山范围瓷厂几百家，
居民、窑工、商贾等人口过万，戏台、绸
庄、饭馆一应俱全。

129平方公里的寻访
看完醴陵古瓷窑，蔡其伟带记者

来到瓷泥洞口遗址。他说，你别看这
里现在茅丛树遮的，先前可是沩
山做瓷的中心， 不仅出瓷泥，不
远处就是醴陵古窑。或许是瓷工
的聚集地吧，大戏台就
建在这里。果然，残垣
上的仕女芙蓉，褪去了
鲜艳色彩，可线条还是
清晰的。

记者顺着山脚下
那条“瓷器古道”寻访：
它宽不到两米，顺着青
山之麓，蜿蜿蜒蜒向东

延伸，白中带青的瓷片一团团地露出
地面，独轮车千百年辗出的车辙仍然
清晰地刻在石板桥上。

虽然沩山村当年的中心街道，现
在已沉入望仙桥水库水底，可它的风
采留在镜头里，挂在古窑旁土坯屋的
壁上。

无名溪旁当年那些水井仍在滋
润着这方人们，碾辗瓷泥的动力———
木水轮机的“水鼓”还默默地躺在水
槽里……

60年间的兴—衰—荣
沩山现在扬名了，可它仍然没有

摆脱“世外桃源”之风。
其实，沩山走向寂静不过60多年

的历史。由兴旺走向衰落，再由衰落
到名扬，蔡其伟就是见证人。他说，因
为苍天垂爱，山里头都是瓷泥，烧土
做瓷也就成了这方人们的营生。这里
做瓷的人尊明代樊进德为先师，立庙
祭祀，说明樊对这里瓷业发展起过重
要作用。

沩山瓷业再兴的功臣则是广东
兴宁人廖仲威。 廖生于制瓷世家，清
朝雍正年间来到醴陵，向沩山寺的智
慧和尚租地设厂，邀同乡技工来这制
瓷，清代醴陵陶瓷业序幕从此拉开。

后来， 这里成了名瓷的“诞生
地”。 蔡其伟指着山窝里一片土房子
说，那就是群力瓷厂的前身。不仅如
此，这里还是中国釉下五彩瓷器的发
源地。1915年， 这种瓷在巴拿马博览
会上获得金奖。 只是上世纪50年代
末， 许多工厂都迁到了醴陵县城旁
边，这里也就逐渐走向静寂。

虽然静寂，却不掩风流！

曾记窑火旺千年
———走进醴陵沩山村

“不能让好人
再流泪”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彭宏高 张雅萍） 新晃侗族自治县凉伞镇绞西村
村民杨月姣23年义务照顾丈夫智障哥哥的事迹
经本报（7月9日4版）报道后，在新晃侗乡产生了
强烈反响。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该县相关部门
与单位纷纷来到杨月姣县城租住的家里看望慰
问，大家纷纷表示，不能让好人再流泪。

10日下午，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石兵的带
领下，该县民政、妇联、团委、残联、教育、计生
局、财政、电视台、凉伞镇党委政府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带着大米、食用油、慰问金来到该县农
贸市场杨月姣临时租住的房子里，看望慰问杨月
姣一家 ,详细了解了她的生活状况、子女读书情
况。 当得知杨月姣所照顾的犯有支体、 语言、听
力等多重残疾的哥哥杨配杰还没办理残联证时，
县残联理事长蒲光海马上联系相关工作人员，上
门为杨配杰现场办证，争取列入重度残疾补助范
围，每季度可享受150元残疾补助。同时，县民政
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也为智障哥哥现场拍照，表示
争取将杨配杰由低保对象转为五保对象，力争得
到更多的长期民政救助资金。当天，杨月姣共接
收到该县相关单位爱心捐款6100元， 大米4袋，
食用油3桶。

大家纷纷表示，将力争通过相关政策，最大
限度救助杨月姣一家。目前，新晃电视台、红网新
晃站、新晃手机报等县内媒体，以《别让好人再流
泪》为题，发起了向社会捐赠倡议书。

■报道之后

为师如父

“80后”小伙
捐造血干细胞
“生命种子”驰援江苏白血病人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罗旭斌

7月10日13时30分，经过5个半小时的采集，湖南“80后”
小伙肖华（化名），在湘雅三医院成功捐献近300毫升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16时许，他捐献的“生命种子”由志愿者搭乘飞
机送达江苏南京，将救助当地一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人。

“虽然母亲不能理解，但这可以救一条生命啊！我必须去
做！”26岁的肖华躺在湘雅三医院血液科病房， 身材略显单
薄，但话语坚定。肖华来自益阳。在2011年的一次无偿献血
时，他报名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去年6月，他接
到省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的电话，得知自己的血样与一名身
患白血病的男孩初步配型成功。他毫不犹豫答应捐献。

当他征求家人意见时，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怕“损害身
体”。“我父亲是村医，表姑、表姐都是医护人员，他们知道这
个不会损害身体，都非常支持我捐献。”肖华说。

通过高分辨配型、身体检查等多项检测，肖华与对方正
式配型成功。7月5日，肖华从单位请假来到长沙，开始注射
动员剂，将骨髓血中的造血干细胞大量动员到外周血中，再
进行采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的捐献
时间，在长沙某医院上班的表姑特地请假赶来陪伴他。

记者在采集现场看到， 血液从肖华的手臂静脉处采集
后，通过血细胞分离机提取造血干细胞；同时，将其他血液成
分又通过另一个手臂回输到他体内。“除了有一点手麻，注射
动员剂第一天有点全身酸痛乏力，其他没什么感觉。”肖华告
诉记者。

省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何一平介绍，骨髓血中富含造血
干细胞，所以原来是抽取骨髓血，因而叫捐献骨髓。随着科技
发展，现在是从外周血中直接采集造血干细胞，过程和普通
捐献成分血相同。造血干细胞可再生，捐献不会损害供者的
身体健康。

据悉，肖华是我省第31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7月 10日

第 2014183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78 1000 378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070 160 171200

9 7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7月10日 第201407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6931337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28498
0 16357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99
95151

1581197
10761647

51
2911
48655
329045

3000
200
10
5

05 06 09 170302 07

凤凰古城推出“7·20偶遇节”，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7月10日晚上，不少游客坐在沱江过江桥上，将双脚放进
江水里玩耍纳凉。虽说开心又凉爽，可得注意安全才好。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汉语桥”复赛
30强出炉

� 欧洲组、亚洲组各8位，美洲
组6位，大洋洲组、非洲组各4位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炎飞）
第13届“汉语桥”复赛今天落下帷幕。126名选手
分别用90秒的时间在台上讲述了自己的“中国
梦”。经过比拼，30名选手脱颖而出，夺得了决赛
资格。其中欧洲组8位，亚洲组8位，美洲组6位，大
洋洲组4位，非洲组4位。

“能在大使馆找一份工作，能和一位优秀的
中国男人结婚，能和中国人一样说中文。”来自约
旦的李娜， 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征服了现场评委，
赢得了进入决赛的宝贵一席。

魏途斌是一位来自德国的男生。 他扬长避
短，用几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讲述了自己
在中国旅行的精彩经历。有的评委说他“唱的比
说的好”。

来自匈牙利的罗拉，热情、大方，学习汉语已
有两年了，修的是日语专业，汉语是他的第二外
语。现在，他越来越喜欢汉语了，希望自己能来中
国攻读硕士研究生，将来在匈牙利当一名汉语教
师，在中国和匈牙利之间架起一座友谊之桥。

本届汉语桥复赛评委由著名主持人徐俐，汉
语世界形象大使朱力安， 俄罗斯孔子学院院长、
著名汉学家罗流沙，格鲁吉亚孔子学院院长玛琳
娜担任。“本届选手吸收了往届的比赛经验，无论
在汉语能力方面，还是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和演讲
技巧方面，表现越来越出色。”徐俐建议，外国大
学生学习汉语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断地练习。

据悉， 晋级决赛的30位选手将到陕西西安、
江西景德镇、 湖南安化进行游学体验与随堂考，
最终决出5强进入总决赛。

■相聚汉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