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吴
希 陈永刚） 记者昨日从长沙市
万家丽路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方案
发布会上获悉， 因为万家丽路快
速化改造施工需要， 从10月25日
起，万家丽路湘府路至湘龙路段，
原有的64个公交站点将减少21
个，406路、124路等15条线路将
调出万家丽路，星沙2路、142路等
15条线路保留原走向。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
处处长雷毅华介绍， 此次公交站
点及线路调整原则为： 在道路用
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保留客流
量大的公交停靠站点， 适当合并
建设距离较近的站点； 调整合并
后的站点， 可能比原站点远100
至200米， 新的站台正在建设中，
预计10月底前， 基本建设完成。
在通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大客
流线路， 尤其是不可替代的停靠
站和路口将予以保留， 调整不影
响线路方向， 尽量保障沿线居民
公交出行。 他同时建议， 驾车经
过万家丽的市民， 可由万家丽路

东面沙湾路、 古曲路、 嘉雨路，
或东面东二环通行。 届时， 交警
部门将会在团结路立交桥、 杨家
山、 高桥市场等堵点实施路面优
化。

调出万家丽路的15条公交线
路为： 406路、124路、121路、707
路、703路、156路、147路、143路、
148路、701路、 星沙205路、158路、
501路、810路、704路。15条保留原
走向的线路为： 星沙2路、142路、
808路、 星沙105路、122路、132路、
136路、901区间、915路、66路、405
路、802路、503路、160路、16路。

由南往北方向： 取消湘府路
口站、省环保厅站、雨花区政府西
站、豆花塘站、航空路口站、石坝
路口站、高桥大市场东站、人民东
路口站、东方新城站和菜科所站；
由北往南方向：取消洪山路口站、
菜科所站、马王堆汽配大市场站、
东方新城站、人民东路口站、石坝
路口站、航空路口站、豆花塘站、
雨花区政府西站、 省环保厅站和
湘府路口站。

10月8日， 湖南梦想起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吐鲁番日报记者买买提·艾克木
（右一）、湖南日报记者李国斌（左一）与“切糕王子”阿迪力·买买提吐热（中）合影。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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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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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日报记者 买买提·艾克木
本报记者 李国斌

9月下旬至国庆长假期间，24岁的阿
迪力·买买提吐热马不停蹄。10多天里，
他辗转湖北宜昌、湖南长沙、新疆乌鲁木
齐、北京、江苏盐城、黑龙江哈尔滨等地，
参与活动、商谈合作、购买设备。

他是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维吾尔族
人，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现为湖
南梦想起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卖切糕走红，被称为“切糕王子”。

“在我心里 ，湖南就是我
的第二故乡”

10月8日上午，我来到宁乡县经开区
妙盛中小企业孵化港。 在湖南梦想起航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走廊里，阿迪力·买买
提吐热正在和员工挂一条长长的横幅，
欢迎中央电视台《影响力对话》栏目来公
司采访拍摄。

头戴巴达木花帽的阿迪力见到我，
热情地和我握手， 听说我来自新疆吐鲁
番， 立即用维吾尔语问候我：“亚克西木
斯”（你好）。

他把我们迎进公司办公室， 面对大
门的墙上，有维汉两种文字的“买买提阿
达西”6个字。这是公司生产切糕的商标。
在维吾尔语中，“阿达西” 就是朋友的意
思。阿迪力告诉我们，当时3个人一起创
业， 现在成了好朋友， 在确定商标的时
候，一致选择了“买买提阿达西”。

听说我来到湖南不久， 他关切地问
我生活习不习惯。阿迪力说，他高中是在
哈尔滨读的，刚开始确实不习惯，饮食方
面早晚都是自己做， 中午就吃一碗兰州
拉面。

阿迪力告诉我， 湖南是一个美丽的
地方。湖南人也非常朴实，乐于助人。“4
年前，来到长沙读大学，在老师和同学们
的帮助下，比较快就适应了长沙的环境。
我生活上遇到困难时， 蒋金亚等汉族同
学借钱借物，毫不迟疑。我生病了，就送

我到医院看病。节假日，还经常陪我去清
真餐厅就餐。他们就如我的兄弟、亲人。
在我心里， 湖南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他
乡遇老乡，阿迪力动了真情。

“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们
走不到今天”

2012年12月， 阿迪力正读大三 ，
“天价切糕事件” 成为网友们调侃的对
象。 阿迪力的爷爷、 父亲都是切糕传
人。 他从12岁起跟着父亲学制切糕， 读
大学前就已掌握了技术。 阿迪力产生一
个想法： 做正宗的新疆切糕在网上出
售， 为切糕正名。

他把想法告诉同学蒋金亚、蒋春杨。
3个维汉大学生， 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民
房，开始了切糕创业。

一年多时间里， 他们的切糕一直不
温不火， 甚至还曾走入低谷。“2013年8
月，有两周时间，每天就卖几十元，几乎
连饭都吃不起了。”阿迪力说，大家绞尽

脑汁去营销，才挺了过来。
今年5月2日，央视《舌尖上的中国2》

介绍了新疆切糕的制作过程。 他们的切
糕一下火了，节目播出后两个小时，就收
到300个订单。此后，3个维汉大学生合伙
卖切糕，因媒体关注而走红网络。至5月

下旬，他们的切糕销售剧增，单日销售额
最高达24万元。

5月28日，湖南梦想起航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们走不到今
天。” 公司的迅速成长， 得到了政府、学
校、媒体支持，阿迪力对此无比感激。

“别人需要帮助时 ，我也
该伸出援手”

8月3日，云南鲁甸发生地震。阿迪力
从电视中看到震区灾情严重， 有了捐赠
切糕的念头。“创业以来， 我们得到了消
费者、网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中
华民族有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优良传
统。别人需要帮助时，我也该伸出援手。”
阿迪力说。

8月4日，公司合伙人开会，一致同意
捐赠库存的2500公斤切糕。后来，考虑到
灾区人多，又增加了2500公斤。为此，公
司所有订单不得不推迟3天发货，消费者
都对此予以谅解和支持。为了完成订单，
公司从银行贷款30万元采购原材料。

阿迪力说，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要
相互帮助， 和谐相处。“我希望能成为促
进新疆人民与湖南人民之间感情的‘连
心桥’。”

阿迪力·买买提吐热在长沙，与汉族同学一起卖切糕创业，被称为“切糕王子”———

新疆小伙走红湖南

吐鲁番日报记者 买买提·艾克木

9月中旬，我从新疆来到山青水秀、
美丽如画的湖南，在湖南日报社开始为
期2个月的挂职学习。到长沙不久，便得
知有个新疆 “小巴郎 ”（小伙子）在湖南
卖切糕创业的故事 ， 他的名字叫阿迪
力·买买提吐热。

湖南的朋友 ， 也喜欢叫他 “买买
提” （“买买提” 是维吾尔族最常用的
名字， 意思是善良。 维吾尔族人取名，
习惯把自己的名字放前面 ， 父亲的名

字放后面）。 阿迪力的创业传奇， 令许多
人点赞， 也令我感动。 于是， 便有了这
篇买买提写 “买买提” 的文章。

新湘一家亲。湖南与新疆，虽相距遥
远，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左公柳依然
青翠，王胡子的农垦故事广为流传，8000
湘女上天山的壮举世纪回响。 特别是近
些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两地结下了
浓浓深情 。也因如此 ，我有幸来到湖南 ，
又见到了一个传奇“买买提”。我为“买买
提”在湖南的成功创业感到由衷高兴，更
祝愿新湘情谊天长地久！

【记者手记】

买买提写“买买提”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周小雷 李国斌 吐鲁番日报记
者 买买提·艾克木） 今天上午， 黄彬将军“潇湘怀远” 主题
书法作品展在长沙开幕。 省领导及老同志黄跃进、 欧阳斌、
戴焕、 谭仲池、 沈瑞庭出席开幕式并参观书法展。

黄彬将军，是湖南走出去的一位军旅文化名人，他是国防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军事理论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著
名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以其大气磅礴又典雅灵动，富有书卷
和文化气息，刚柔相济、外拓内含的特点而自成一格。

此次展览是黄彬将军2014年巡回个展的首站， 共展出
书法作品70余幅， 内容和创作形式是黄彬将军精心选择， 将
家乡的山水风貌、 名人名作诸多元素融入其书法创作之中。
虽然将军军旅生涯使其常年在外， 但他心中一直感怀潇湘，
此次书展不仅彰显了当今书坛的军人书法风采和恢弘气度，
亦展现了一个湖湘游子对故土的深厚感情。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乔伊蕾） 10月11日至12日， 我
省新闻界“好记者讲好故事” 巡回演讲报告会， 在湖南师范
大学、 湖南大学、 湘潭大学等省内高校举行， 800余名高校
师生聆听了报告。

据悉， 本次巡回报告会由省委宣传部、 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 省新闻道德委员会主办， 旨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
育， 弘扬新闻工作优良传统， 帮助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新闻
观、 从业观， 培养有正确立场、 人民情怀、 责任担当的高素
质新闻人才。 今年9月， 我省“好记者讲好故事” 演讲比赛
决赛在长沙举行， 评选出了一批包括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
赛的优秀选手。 参加本次巡回演讲报告会的10位记者正是从
全省决赛优秀选手中遴选出来的。

“好记者要有一颗担当的心， 新闻在纸上， 记者永远在
路上， 这是我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最大的体会。” 湖南日报记
者杨柳青以 《我认识的人， 我采访的事》 为题， 分享了自己
对新闻事业的坚守与理想。

“我已经拄坏了32根拐杖， 这些拐杖伴随着我走遍了三
湘四水， 全省120多个县市， 我只有3个县没有到过。” 今日
女报首席记者谭里和是演讲中唯一一位残疾人记者， 他以
《用拐杖撑起的新闻理想》 为题， 讲述了自己的采访故事。

参加巡回演讲报告会的10名记者用好故事讲述着涉及民
生、 医疗、 教育、 产业发展、 艰苦创业以及社会公益中发生
的点点滴滴， 为高校师生讲述了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
验体会， 讲述了新闻工作者的酸甜苦辣和不懈追求。

报告会令学生们深受感动、 教育。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学生刘广说： “记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 新闻容不得半点
虚假。 我要向他们学习， 将来做一个实事求是的新闻工作
者。” 分别来自湖南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
生朱海、张韬也表示，听了他们的故事，更坚定了自己为新闻
事业奋斗的决心。

“潇湘怀远”游子情
黄彬将军书法作品展举行

本报广州10月12日电 （记者 周月桂 贺佳） 今天下午，
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副省长何报
翔出席签约仪式。

协议签署的主要目的是， 推动港湘两地在经贸投资方面
的全面合作， 提升两地经贸交流合作的水平与规模。 根据协
议， 两地在优势产业项目投资、 贸易服务合作、 产品营销网
络等诸多合作领域将进行更多合作。

此外， 昨晚， 副省长何报翔与包括华南城20位重要客
商座谈交流， 了解客商的实际需求。 何报翔说， 客商们为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湖南、
投资湖南。

湖南与香港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用拐杖撑起新闻理想”
“好记者讲好故事”巡回演讲报告会

在省内高校举行

长沙万家丽路15条公交线路调整
公交停靠站减少21个，新站台10月底建设完工

种植超级稻要很大的投入吗
“Y两优900”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突破

1000公斤，这是这一品种的产量极限。如要
冲刺1100公斤，就需要选育新品种了。

让一个品种将其产量达到最高值， 其百
亩片的投入是比较大的。 这要确保其在生长
过程中全程科学管理，还不能出半点差池。所
以无论是肥力、人工等都投入比较大。

普通农民种植，则不需要这样大的投入。
以“Y两优900”为例，熟悉种田的农民，按照
其以前种植经验种植超级稻， 亩产可达700
公斤，如果再进一步接受超级稻栽培培训，亩
产可达750公斤以上。

“Y两优900”制种成本要比普通杂交水
稻高出25%，所以稻种价位比较高，每亩的投
入要比普通杂交水稻多20多块钱。但一亩地
只需一斤种子，且每亩要增产100多公斤，经
济效益还是可观的。

较大面积亩产
突破1000公斤是什么概念

较大面积是指百亩示范片的面积。 这是
国家农业部提出的概念。

因为小面积水稻高产比较容易做到。有
媒体报道， 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小面积梯田种
植水稻就曾达到了亩产1400多公斤。“Y两优

900”2012年在湖北随县试种20亩也达到了亩
产1048公斤。

百亩示范片的提出，就是指育种家选育出
品种后，在专家试验田试种后，再拿到农户田
中试种，农民在专家指导下试种新品种。这是
新品种从试验阶段走向大面积推广阶段的重
要一环。

百亩片突破1000公斤， 这不仅意味着我
国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又提升了一个档次，也意
味着我国农民可以依靠新品种新技术增产增
收。

水稻较大面积单产的
理论极限是多少

对于超级杂交稻未来的增产潜力，邓启云
认为， 如果仍然采用目前传统的育种手段，能
够达到1200公斤左右。“就目前来说， 如果再
往上，传统育种手段就只剩理论可能，需要探
索其他途径。”邓启云说。

袁隆平院士也曾表示，根据日本学者的估
算，水稻的光能利用率，即作物光合作用积累
的有机物所含的能量占照射在该地面的日光
能量的比率， 最高可达5%左右； 如果保守一
点，将这个数字打对折，只按2.5%的光能利用
率计算，以长沙地区的太阳辐射量为例，理论
上早稻亩产可达1000公斤， 晚稻亩产可达到
1100公斤，中稻亩产可达到1500公斤。

“Y两优900”是中稻品种，距理论产量还
有500公斤的潜力。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