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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本报记者 喻文杰

10月中旬，记者参加“灵秀湖
北” 采风， 一路观赏荆楚大地风
光。 乘船游三峡，江水波澜不惊，
两岸风光雄奇秀美。 深入神农架，
满眼都是赤橙黄绿、 五彩斑斓的
原始次生林； 神农架的大九湖湿
地， 天然森林植被与湿地沼泽植
被交相辉映， 行走在其间的游道
上，看四周群山云雾缭绕，头上群
鸟翻飞，仿如置身仙境。 登上“中
国道教第一山”武当山，神奇的道
教文化，古老的道教建筑，让人流
连忘返。 灵秀湖北，美景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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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4年 10月 25日

第 2014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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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1040 210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424 173 73352

60 7

本报记者 孙敏坚

【人物】
张平喜，男，常德市农科所副所长、高级农

艺师。2009年底， 他被常德市委组织部选派到
位于西洞庭管理区的常德市汇美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担任朝鲜蓟产业科技特派员。他的临危受
命，竟带出了一个产值过亿元的高端农业产业。
【故事】

朝鲜蓟，这是什么植物？
10月24日，记者到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

采访时，第一次见识到了这种“高大上”的“洋
蔬菜”。在金凤办事处港口村种植大户彭民荣

家的园子里，刚种下的种子才破土出芽不久，
嫩绿的苗儿迎风舒展，长势喜人。

同行的张平喜告诉记者， 朝鲜蓟原产地
中海沿岸， 是一种富含洋蓟素等多种营养成
分的高档特种蔬菜， 具有护肝排毒等多种功
效。在罗马已有2000多年的食用历史，被欧
美誉为“蔬菜之皇”。

2005年，汇美公司发现“朝鲜蓟”相关产
品在欧美市场供不应求， 我国在云南等地试
种成功，决定引进这一新作物。2006年，试种
的百亩朝鲜蓟不负众望， 获得亩均产量600
多斤。可接下来的两年，却连续因种子引进不
顺耽搁种植、突遇冰灾天气等原因，使产量锐
减，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种植户的积极性。更令
人担忧的是，种植几年后，朝鲜蓟出现了出苗
率低、病虫害多等不适症状，怎么办？是继续

还是放弃？这个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2009年底， 张平喜带着朝鲜蓟种苗繁

殖及关键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课题，来
到了西洞庭管理区。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
药效实验， 最终在湖南农业大学高必达教
授的帮助下，张平喜一举找出了病因，并制
定出有效的防治办法。随后，张平喜的团队
逐一攻克了组培育苗、高产栽培、综合加工
利用等难关， 并成功开发出朝鲜蓟的洋蓟
素提取物。 农民们的种植热情再一次被点
燃，朝鲜蓟的种植面积呈几何速度扩大。

然而，在张平喜看来，对朝鲜蓟的技术探
索远远没有结束。“目前， 朝鲜蓟在我国仅利
用合格鲜果的花蕾蕊加工罐头出口欧美，利
用率仅15%， 且国内没有任何朝鲜蓟产品销
售。”他将目光对准了朝鲜蓟的深加工，提升

产品附加值。现已试制出朝鲜蓟酒、含片等6
种试制样品， 朝鲜蓟护肝功能特色食品的开
发研究正在进行中。

截至目前， 常德市共种植朝鲜蓟11.25万
亩，总产朝鲜蓟5.04万吨，加工罐头1.85万吨，
农户增收1.13亿元， 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3亿
元， 工农业利税1.9亿元， 出口创汇5150万美
元。西洞庭朝鲜蓟产业也因此成功申报为全省
农村特色产业科技示范基地。
【感言】

张平喜：“4年多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我深
刻体会到科技特派员工作意义重大， 大有作
为。 特别是与产业紧密结合， 与企业紧密结
合，形成产学研联盟，扎扎实实解决产业发展
中的实际问题， 实实在在体现了一名科技工
作者的人生价值。”

用药之前
先测基因

本报10月25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王洁 罗闻）有数据显示，全球约六分之
一的患者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约三分之一
的患者药物治疗无效。10月25日，第6届国
际药物警戒与药物安全学术会议在长沙召
开。周宏灏、杨宝峰、陈垣崇等院士及知名
临床药理专家， 围绕“合理用药与药物安
全”主题，深入探讨了临床药理未来发展方
向。

药物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治病，也
能“致病”。2013年，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网络一共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
告131.7万余份。然而，城乡居民用药知
识普遍匮乏， 用药行为不规范现象普遍
存在。有调查显示，我国近9成受访者有
过自我药疗的经历，超过3成受访者在自
我药疗时出现过失误，34%的受访者不
知道药品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之分 ，
70%表示不能坚持按疗程服药。

如何合理用药，保证药物安全？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刘昭前
教授透露，周宏灏院士领衔的团队，多年来
对遗传因素和药物代谢、效应的研究证实，
对每个人的基因进行相应检测后， 根据其
遗传特征来选择治疗方式、药物和剂量，能
大大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 减少药物不良
反应和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提高临床治疗
水平。

“例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种药物，
对某种基因人群的疗效是80%以上， 但对
另一种基因人群的疗效不足10%。”刘昭前
介绍，以基因为导向的个体化用药模式，将
是未来临床药理发展方向。据悉，该研究所
目前已针对肿瘤、 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
的治疗，开展了基因检测后个性化用药。

张平喜：带着农民种“洋菜”
寻找农村创新榜样
———科技特派员的故事

（紧接1版①）省高院新闻发言人李宇先表示：“公
报中的许多新观点、新提法，让我们感到很振奋、
很受鼓舞。”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是促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公报中
提出的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进严格司法、加强
人权司法保障等内容，将对确保司法公正、增强
司法公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省人民检察院的干警们认真学习四中全会
精神后表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是检察机关的职责使
命，也是人民检察官的庄严承诺。”此次会议专题
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既是对我们
党法治思想、法治实践的深刻总结，更将掀开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一页。检察机关作为国家
法律监督机关，在依法治国的建设进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要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
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 加强对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
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
人情案、金钱案。

省委政法委机关干部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家认为，要把贯彻落
实全会精神作为各级党委政法委当前首要任务，
结合法治湖南、平安湖南建设实际，抓好各项工
作落实。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和“形成高
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的具体要求，积极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工作，切实加强党对执法司法工作的领

导，加强党内执法监督，加强政法系统执法规范
化建设，落实“保障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的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要按照全会“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
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
作队伍”的要求，切实加强党委政法委自身建设，
真正做到“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
过硬、作风过硬”，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
任务。

省公安厅民警积极收看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新闻报道，认真学习全会公报，深入领会
中央精神，根植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和依
宪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机关民警纷纷表示，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大力提
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
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公安机关工作实绩重
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
察民警素质的重要内容。 要以全会精神为指
导，结合公安工作实际，狠抓贯彻落实，将全省
公安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为法治湖南、平安
湖南建设作出新贡献。

省司法厅司法行政干部纷纷表示，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不但开创依法治国的新起点，也给人
民期待的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带来新希望。司法
行政机关作为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将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法治湖南中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紧紧围绕经
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重要领域，围绕涉
及群众利益和需求等重点内容，为社会提供更多

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 省司法厅厅长谈敬纯表
示，法治既是规则之治,也是理念之治,要不断弘
扬法治精神、发展法治文化，最大限度地扩大公
众参与,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更多培育社会各界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
识。

省政府法制办迅速组织对四中全会精神进
行认真学习，开展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此次
会议提出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明确了
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要求，并从政府机构、职能、
权限、程序、责任法定、依法决策、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方面对法治政府
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标志着法治政府建设进入
了新阶段， 为实现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路径，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
义， 也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政府法制工作
者和全社会的信心。 湖南政府法制工作
者将继续发扬开拓创新、 求真务实的政
府法制精神，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四中
全会精神，紧密结合我省实际，以具体的
措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推动
“一规划两规定六办法”依法行政制度体
系的完善和落实， 切实推进我省法治政
府建设取得新成效， 打造法治政府建设
“湖南样本”的升级版，为我省实施“四化
两型”总战略、实现“三量齐升”总要求，
加快推进“法治湖南”建设作出应有的贡
献。

（上接1版②）
“大美洋湖·2014中国（长

沙）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于
2014年9月15日至10月30日
期间在长沙洋湖湿地景区举
办，来自中、美、英、法、德、俄
等17个国家的21位雕塑大师
以“城市与文化”为主题进行
创作。 模特甄选大赛是此次艺
术节的重要子活动。 雷宜锌的
此次甄选已经是第四场，前三
场甄选分别由巴西雕塑家希
瑟路·得·阿维拉、中国雕塑家
孙绍群、俄罗斯雕塑家戈瓦林
科·维切斯拉夫为长沙青年男
女、小孩和老人创作了头像或
半身像， 累计参与人次近千
人。

雷宜锌此次雕塑节创作
的作品是汉白玉材质的中国
古典美女雕塑， 这次海选也
延续了这一主题， 挑选“最
具长沙韵味的湘妹子”。 在经
过了两轮筛选以后， 26岁的
漂亮湘妹子彭伶俐脱颖而出，
成为雷宜锌的雕塑模特。

据悉，该雕塑作品将随雕
塑大师参与世界巡展，并在洋
湖湿地景区永久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