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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柳青 徐蓉

“百里长河百里林， 观光两岸尽风
情。” 益阳南县， 人工开掘的南茅运河，
潺潺流淌40多年。

王美成，一个和南茅运河紧密相连的
名字。1975年11月，时任南县县委书记的
他，果断决策并领导南茅运河修建，带领
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挖出被
誉为“洞庭湖红旗渠”的百里人工运河。

河水悠悠，穿城而过。南县“十年九欠
收”的困难局面从此被改写，南县人亲切
称这条运河为“美公河”，称王书记为“运
河书记”。

走路不忘修路人。10月中旬，记者来
到南县走近这位老书记， 感受他的风采，
回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修运河关系百年大计，决不
能搞面子工程”

在时任南县县委副书记刘应元眼里，
王美成是个决策果断的人，“当年修建南
茅运河，他最终提出的方案是要‘开肠剖
肚’，不能只修修补补。”

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辖区内育乐垸
是全县主要工农业生产地区。但原来这片
垸子十年九涝，是远近闻名的“渍水桶”。
解决育乐垸的水患，是南县群众多年来最
期盼的事。

1975年5月，王美成担任南县县委书
记。为了治好水患，他成立专门的领导班
子，组织专业技术队伍，深入调研，反复勘
察，最终总结出三个治理方案。

“修运河关系百年大计，决不能搞面
子工程。” 王美成说， 修修补补治标不治
本，要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开肠剖肚”，开
挖新运河解决排渍、抗旱、运输等难题。

县委班子里有同志心存顾虑，担心这
样浩大的工程，县里资金少，物资紧缺，困
难重重，搞不好会变“胡子”工程。

为了凝聚共识，王美成每天晚上到大
家家里“串门”，和他们反复探讨利弊，商
量克服困难的办法。他把省水利厅的领导

和专家请来南县，大家看了规划、实地勘
察后，决定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开挖运
河认识统一，资金压力减轻，班子成员都
举双手赞成开挖运河。

1975年8月3日至5日， 县委召开3级
干部动员大会。王美成在会上提出：“要一
口气吃了这个热馒头，把南茅运河建成洞
庭第一景。”随后，各公社、大队相继召开
动员会。经过层层发动，全县干群斗志昂
扬，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变南县面貌。

“挖运河，我们都要带头劳动”
南茅运河工程北起南县县城，南与茅

草街松澧洪道相接，绵延百里，同步还实
施了几个配套工程，规模宏大，任务艰巨。

在机械化水平极低的年代，开挖运河
全靠肩挑手扛。王美成说：“挖运河，我们

都要带头劳动， 县委领导要带头上工地，
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

王美成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李庆厚
回忆，为了推进工程进度，工程开挖时，王
美成把运河沿线15个乡镇走遍了。 每到
一处，他都要在乡镇挖运河的工地上劳动
半天，和大家一起挑土，给大家鼓劲。

一次挑土时，箢箕断了，蚌壳掉下来
将王美成的脚背划了道很深的口子，当时
鲜血直流。大家见状，都要王书记赶紧休
息。 王美成用河道里的水简单清洗了下，
便继续劳动。“大家看到县委书记带伤仍
在坚持，干劲更足了，群众都说：‘书记受
伤了还挑土， 我们再不做好就对不住他
了。’”时任游港公社同民大队党支部书记
向德怀向记者回忆说。

干群齐努力，不到三个月时间，1976年

1月初，南茅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一条
黄金水道、经济动脉流淌在南县大地上。

� “我想做运河边的一棵树，
多为百姓做实事”

一条河，改变了南县面貌，也开启了
南县人治穷脱贫的心思。

以运河为依托，南县在王美成的规划
下，逐渐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产业沿河辐射。王美成积极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提出“一缩三扩”，即缩小水稻
面积，扩大棉花、苎麻和养鱼面积。老百姓
钱袋子逐渐鼓了， 一年内还出现了几个

“万元户”。 现在，运河沿线更是形成了南
县主要的工业集聚带、 高效农业产业带、
特种养殖产业带、商贸物流产业带。

城镇依河发展。 运河两端南洲镇、茅
草街镇人口不断增长， 南洲镇由以前的2
万人增长到15万多人，班嘴桥、红旗桥、
万元桥、文明桥分别成为小集镇。

商贸经河流通。运河四季通航，人便
其行，货畅其流，年均过闸货载量达300
万吨。运河两岸傍水而居的农家低矮茅房
变成了小洋楼，昔日河中摇船荡桨的渡船
人，都提了竹篮，做起了小买卖。

因为政绩突出，益阳地委曾提出要把
王老调回他的老家宁乡（当时宁乡县隶属
益阳地委）当书记。王老拒绝了，“老家亲
戚朋友多，清官难断家务事。”后来，省农
业厅又想把王老调去当副厅长，王老也拒
绝了。现在82岁的王美成书记说，我只想
像运河边的一棵树，扎根南县，踏踏实实
把南县治理好，多为百姓做些实事。

“虽然当年热火朝天的岁月已经远
去，但修建南茅运河留下的团结协作、无私
奉献、艰苦创业、敢为人先的运河精神历久
弥新，激励着一代代南县人奋发进取，开拓
创业。”南县县委副书记宁勇华说。

湘绣文化艺术节暨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举行

十万件工艺美术品
荟萃长沙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媛）今天
上午， 第三届湘绣文化艺术节暨第五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
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来自全省350家企业的十万
件工艺美术品精彩亮相。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工艺美术
协会名誉理事长蔡力峰出席开幕式。

会展中心内，知名湘绣企业汇聚一堂，精品目不暇接。省湘
绣研究所共展出11个系列的作品， 既有时尚的湘绣手机壳等，
也有以壁画、石刻等传统文化为题材的精致挂屏。在美伦湘绣
展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邬建美绣制的《人面方鼎》极为抢眼。
作品用100多种色阶，把方鼎的沧桑、斑驳表现得淋漓尽致。

走进长沙展区，湘绣、陶艺、雕刻等展品琳琅满目。湘绣双
面绣《新潇湘八景》，曹明珠的《佛量无边》菊花石雕，“泥人刘”
刘坤庭的精美陶艺作品等，件件堪称精品。

此次节会以“锦绣潇湘·艺传天下”为主题，汇集了湘绣、
陶瓷工艺品、民族工艺品等十大类近百个品种。节会为期3天，
还将举办湖南省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湘绣技能大赛等活动。

据悉，截至2014年底，我省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员
已超过200万人，年总产值达750亿元。

首支县级政府
专职消防队投入执勤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朱亚军）今天
上午，我省首支按照“政府出资、队员招聘、现役指导、军事管
理”原则组建，由政府专职消防员“单编”执勤的消防队，在湘
潭县正式挂牌成立并投入执勤， 正式命名为湘潭县天马路政
府专职消防队。

天马路政府专职消防队是湘潭市委、 市政府积极顺应消防
工作现实需要，在全省率先探索组建非现役“单编”政府专职消
防队执勤的创举。 面对专业消防队伍缺位和公安消防部队无编
制的具体实际，湘潭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确立湘潭
县委县政府以政府公开招聘、 全员出资组建政府专职消防队的
工作思路，市县政府先后投入2700万元用于营房设施、训练场地
等基础生活设施。投入52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保障队伍日常运行
与专职队员工资福利， 配备了3台消防执勤车辆与生活保障车，
2616件（套）各类装备器材。通过“公推公选”形式选出了5名消防
专职管理人员、6名消防车驾驶员及24名专职消防队员。经过3个
多月的集训，全部考核合格后正式上岗执勤。

湘潭县委县政府明确火灾扑救以全县唯一一支公安消防
现役部队为主， 应急救援与社会救援以天马路政府专职消防
队为主，逐步构建起现役与专职两支队伍各攻“主业”、各成

“专业”、互有侧重、配合作战的发展模式。天马路政府专职消
防队投入执勤， 将有效破解现役警力缺口大与城乡消防力量
布局不均衡两大困局，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和社会稳定
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白血病患儿
众筹到16万元医药费
众筹筹资方式引起人们关注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田燕）今天，在省人民医院
守着患白血病儿子的曹满春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朋友帮她
在微信“轻松筹”平台众筹的第一阶段16万元医药费，昨天终
于达到既定数额，只等着这笔钱到账了。

记者在医院见到了曹满春。她是永兴人，儿子陈志祺今年
才4岁，今年9月被确诊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听说治
疗这个病要五六十万元，一家人急得几乎绝望了。一位医生告
诉她，此前有个病友通过微信公共号“轻松筹”筹到了医药费，
让她也试试。10月12日，同事帮她发起了16万元的筹款项目。
通过老乡和同事，再找他们的同学、同事帮忙，消息在朋友圈
不断扩散，终于在18天之后达到筹款目标。小志祺下一步治疗
时，他们还需继续筹资，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众筹是通过互联网方式发布筹款项目并募集资金的一种
做法，是近两年比较热门的筹资方式。这种筹资模式让普通人
也可能获得从事某项活动的资金。不光是此类公益活动，个人
乃至办一场画展，开一个音乐会，一个合乎实际的梦想，需要
的资金都可以众筹。 由项目发起人自主在朋友圈内传播。1个
月前，江西一对双胞胎患上白血病，一个月内就筹资30万元。

但随着众筹的推广和发展， 几乎没有门槛的各种众筹将
会在各个朋友圈出现。面对越来越多的人伸出的手，可能也会
是朋友圈不小的烦恼。如何让这种众筹不被集资诈骗所利用，
商品众筹式销售出了问题怎么办， 众筹的资金安全等等一些
问题，也需要有监管的部门来规范和管理。

我省“诗词之乡”
建设成绩斐然

省诗词协会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杨丹 通讯员 赵乐安）今

天，湖南省诗词协会近200名代表欢聚一堂，在长沙召开第七
次会员代表大会。“廿八春秋，笔墨长随时代；三湘才俊，诗词
不负人民。”主席台两侧高挂的对联写出了湖湘诗人的豪迈气
概。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文化部原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郑欣淼，老同志唐之享出席了大会。

省诗协成立28年来，在推进诗词创作的“精品战略”、诗词
队伍的“人才工程”和诗教、“诗词之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目前，省诗协有个人会员2800多人，
团体会员148个，诗人和诗词爱好者达10万人以上。我省走在全
国前列最受瞩目的是“诗词之乡”建设，有全国授予的“中华诗词
之市（州）”5个，县级“中华诗词之乡”34个，乡镇级的“中华诗词
之乡”12个，“中华诗教先进单位”20个。这是我省文化建设中一
个突出的亮点。可谓诗人无处不在,吟咏无处不闻。

大会选举产生了湖南省诗词协会第七届理事会， 彭崇谷
当选为会长。

儿子粗心丢失母亲
高速交警热心找回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通讯员 袁廷轩 龙思瑶
记者 周小雷）10月28日10时40分许，高速交警怀化支
队鹤城大队接到报警称， 在准备下高速过收费站时，
原本乘坐在自己车上的70多岁老母亲，竟然没有乘坐
在车上，可能是在什么地方不小心落下了，请求民警
的帮助。

原来这两天正值老人78岁生日，儿子刘某为了让
老人开心，特意驾车带老人前往贵州，准备沿途一路
玩过去，此次的目的地是芷江。哪知从早上出发开始
算，开了两个多小时车的儿子刘某觉得有点累，便将
车停在高速港湾，抽了一根烟，小憩了一会。就在这一
小会儿的功夫，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据老人介绍，她见儿子停车休息，自己也觉得坐
久了，腿脚麻木，便下车走动，却并未告诉车上的儿
子。浑然不知情的儿子待自己休息好后，便驾车离去
了。

直到半个多小时后，开了三四十公里，欲在怀化
南收费站下高速的刘某，过收费站时才发现母亲不见
了，慌忙间，自己再次上了高速，找寻母亲。一来二去，
在怀化绕城高速上找了一个多小时未果，便拨打了高
速交警的电话进行求助。

上午11时，经过鹤城大队民警刘勇、唐明澈的寻
找， 在怀化绕城高速上发现老人一个人在高速上行
走。于是立马靠边停车，见到民警的到来，老人双眼通
红显得特别激动。经过交警的帮助，最终一家人团圆。

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同志， 在高速服务区、
港湾休息，开车前一定要清点人数，以防不小心落下
乘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
王建平被逮捕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段志
凌）记者今日获悉，省人民检察院日前依法以涉嫌受
贿罪对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建平（副厅级）决定逮
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谭小军 刘建湘 ）湘
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长城派出所
民警刘立忠10月26日在处警中英
勇牺牲。连日来，社会各界人士纷
纷前往刘立忠家中，看望慰问其家
人，送去党和政府的关爱，转达人
民群众的厚意。

10月27日下午， 受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李微微委托，省委
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罗寿初一行
慰问了刘立忠家属，并到湘潭市中
心医院看望了受伤协警王玮。罗寿

初说， 刘立忠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勇于牺牲的精神，要迅速在政
法系统组织学习，激励全体干警爱
岗敬业、奋勇拼搏。

刘立忠生前曾在雨湖区公安
分局羊牯塘派出所工作，为湘潭大
学师生服务。10月30日上午， 湘潭
大学党委书记章兢专程看望慰问
了刘立忠的妻子和父母，称赞刘立
忠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
服务人民的忠诚本色。同日，湘潭
市律师协会会长王莹与副会长晏
军、刘亚辉以及市律师公益委员会

部分律师，专程看望慰问了刘立忠
的父母， 并将全市律师捐的25200
元送到家属手中。

为帮助英雄家庭渡过难关，雨
湖区长城乡政府、羊牯塘街道第一
时间为刘立忠家送去了慰问金。同
时，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捐款，一天
募集爱心款6000余元。

26日以来，湘潭市公安局心理
服务队几位队员和莲城论坛几位
网友一直轮流陪着刘立忠的妻子
赵群利和女儿冬冬，与她们一同度
过最煎熬、最困难的时期。

涉嫌严重违纪
我省两名干部接受组织调查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乔伊蕾）今天，省纪
委通过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发布消息，怀化市政协副
主席黄泽春，湘南学院党委书记肖地楚因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黄泽春，男，苗族，1963年2月出生，麻阳县人，在
职研究生文化。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
月参加工作，历任怀化市纪委常委、沅陵县委副书记、
沅陵县县长、 沅陵县委书记等职务。2012年12月至今
任怀化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肖地楚，男，汉族，1960年1月出生，宜章县人，函
授本科学历。198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6月
参加工作。历任苏仙区委副书记、区长、苏仙区委书
记、 湘南学院党委副书记，2011年12月至今任湘南学
院党委书记。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曹辉
蒋睿 李久林 ） 昨天， 为期3天的
2015“汉语桥———英国中小学校长
访华之旅”活动,在湘潭市与英国威
尔士、英格兰区域性校际交流合作
签约仪式中落下帷幕。英国15名中
小学校长及官员参加此次活动，他
们纷纷表示这次中国之旅非常有
趣，收获颇多。

活动期间，英国中小学校长及
官员分别参加了中英校长见面会；

分赴湘潭市湘钢一中、岳塘区育才
学校、湘机小学等13所学校实地感
受和互动交流；参观了齐白石纪念
馆、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铜像广场、
毛泽东纪念馆；学习书法、国画和茶
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还观看了
湘潭师生为他们献上的文艺汇演。

据了解， 英国已成立28所孔子
学院，开办123个孔子课堂。为推动
英国汉语教学发展， 由孔子学院总
部、 国家汉办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

育处联合举办的2015“汉语桥———
英国中小学校长访华之旅”，于10月
25日至30日在辽宁大连、江苏扬州、
四川成都和湖南湘潭4个城市举行。

湘潭市副市长苏健全表示，此
次活动将有利于推动英国威尔士、
英格兰与湘潭市中小学校建立的
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交流
互鉴、共同提高、全面合作的目标，
为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
积极贡献。

铁臂钢肩开运河
———记南县原县委书记王美成

王美成（左三）在南茅运河建设工地上。（资料图片）

县委书记、县长的好榜样

英国中小学校长来湘潭访问交流

社会各界看望慰问刘立忠家人

10月29日，全省投资最大、覆盖面最广、解决农村饮水人口最多的县级引水民生工程在安仁县动工。该工程
总投资约10.2亿元，可解决12个乡镇30多万人的饮水问题。 何炳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