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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多云 4℃～15℃
株洲市 晴转多云 4℃～14℃
永州市 多云 6℃～14℃

长沙市 今天多云，
明天多云转阴天
北风 3 级 5℃～13℃

张家界 多云 2℃～13℃

吉首市 晴转多云 4℃～13℃
常德市 多云 2℃～14℃
益阳市 多云 4℃～15℃

怀化市 晴转多云 4℃～15℃
娄底市 多云 3℃～15℃
邵阳市 多云 4℃～13℃

衡阳市 阴转多云 6℃～12℃
郴州市 阴 6℃～11℃
岳阳市 多云转晴 4℃～12℃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人人都有一份“乡愁”，但却遭
遇“垃圾围村”。农村垃圾乱堆乱放，
不仅掩盖了“乡愁”，还会对土壤、地
下水造成污染， 导致江河成为有机
污染的“下水道”。

在省政府实施的湘江保护与治
理“一号重点工程”中，农村环境综
合治理是主要任务之一。如今，湘江
流域不少地方探索出了农村垃圾处
理的新模式、好经验。

12月19日，长沙望城区白箬铺
镇黄泥铺村的保洁员秦进军， 推着
垃圾车清扫路面， 同时挨家挨户收
集垃圾， 她感慨地说：“以前一圈转
下来，两车都装不下，现在一车都装
不满。”

垃圾去哪了？答案就是：分类、
减量。 村里给每户配备了2个垃圾
桶， 一个可回收， 一个不可回收。

“垃圾送来的时候就分好类了。”秦

进军说，用可回收垃圾，村民可兑
换洗衣粉、牙膏等物品。同时，村里
还建有垃圾分类分拣中心，由保洁
员进行二次分类。

“慢慢地，大家就形成了环境卫
生不仅该搞， 而且能够搞好的共
识。”黄泥铺村支部书记朱权印说。

目前， 垃圾分类减量已在望城
区80多个行政村实行，受益人口超
32万，垃圾量同比最高可减少80%。

望城区让垃圾从源头“减量”，株
洲县则想法子将垃圾“吃干榨尽”。

2012年， 株洲县与华新水泥
（株洲）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利
用华新水泥的新型干法水泥窑协同
处理生活垃圾。简单地说，就是“吃
垃圾、吐水泥”。

在华新水泥的中央监控室，记
者看到， 一名操作人员正通过液压
抓手， 操作生产车间内的抓斗。4块
显示屏上的15个监控画面，清晰显
示每一个操作环节。 垃圾从县生活

垃圾中转站收集运来后， 第一步是
粉碎；第二步是风干，将含水量降到
35%左右；第三步是分选，垃圾被分
为金属部分、惰性材料、可燃部分、
渗滤液4种类型， 其中金属部分进
行回收。最后一步是入窑，灰渣、砖
瓦碎块等材料， 可作原料加工成水
泥；可燃部分就替代原煤进行燃烧；
少量渗滤液经高压喷送至窑内，被
高温气化。

“在1800摄氏度的高温下，传
统方式焚烧垃圾产生的二噁英消失
殆尽。”华新水泥（株洲）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江新民介绍， 水泥窑协同
处置生活垃圾， 解决了垃圾处理过
程中产生恶臭、渗滤液、废渣、二恶
英/呋喃这4大难题。

据悉， 华新水泥可日处理垃圾
450吨，一年可消纳16.4万吨生活垃
圾。目前，株洲县下辖乡镇以及湘潭
县、 攸县部分乡镇的生活垃圾都在
此“脱胎换骨”。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徐
荣 通讯员 陈超群 周翼）“柴火烧起
来，一口直径1.5米的大锅架起来，一
碗碗热气腾腾的寿面吃起来……”今
天凌晨5时30分起， 韶山市韶山村党
总支副书记毛春山站在村部前坪，笑
迎各地客人。“只要是26日来韶山的
游客，早上都能吃到免费的福寿面。”

韶山人民用最传统的方式，在毛泽东
诞辰日迎接各方游客。

在我国民间， 过生日吃寿面的
习俗由来已久。“我们从2004年开
始，推出‘万人同吃福寿面’活动。对
12月26日来韶山的游客， 我们都提
供免费的福寿面， 以此纪念毛主席
诞辰。今年我们杀了5头猪，还买了

很多牛肉和羊肉来招待游客。”毛春
山说。

自凌晨开始，来韶山村的游客便
络绎不绝。 为了让客人吃上福寿面，
天还未亮，热情的韶山乡亲就顶着袭
人的寒气，开始架锅烧水、煮菜下面。
一碗碗热腾腾的面条流水般端了上
来。“我已连续吃了6年， 感觉一年比

一年好吃。毛主席是人民军队的缔造
者，作为军人，这一天来韶山，是对毛
主席最好的纪念。” 湘潭军分区政治
部主任刘新文大校告诉记者，“我明
年还会来。”

据了解 ， 为韶山村捐赠福寿
面的是裕湘食品公司，他们已连续捐
了12年。

湖 南 日 报 12月 26日 讯 （记 者
李国斌）今晚，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主办， 湖南
省湘剧院、 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
等承办的大型湘剧毛主席诗词演唱会
在长沙音乐厅湘江大厅举行， 以此纪
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

湘剧是湖南的代表剧种， 毛主席
生前喜欢听湘剧， 并关心和支持湘剧
事业的发展。 此次用湘剧来演绎毛主
席诗词，可谓音韵同源、琴瑟相合，湘
音袅袅、情深意浓。

当晚的演唱会演出阵容强大，共
有乐队60人、合唱队60人、独唱演员
20人参加演出，由王阳娟、庞焕励、曹
汝龙、罗志勇等知名湘剧表演艺术家
领衔主唱。 共演唱了《七律·长征》、
《沁园春·长沙》、《清平乐·六盘山》、
《西江月·井冈山》、《浪淘沙·北戴
河》、《沁园春·雪》、《蝶恋花·答李淑
一》、《卜算子·咏梅》 等18首诗词，精
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乡村净化留“乡愁”
———“一号重点工程”三年回眸之五

湘剧吟唱
毛泽东诗词

韶山村：同吃福寿面 纪念毛主席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王为薇） 记者今天从长沙高新区获
悉，25日，该区为长沙卓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举行了“2015年高新区第
1000家移动互联网企业落户及授牌
仪式”。这标志着今年落户长沙高新
区的移动互联网企业超过1000家。
至此， 长沙高新区的移动互联网企
业总数达到1532家， 其中三分之二
为生活服务类移动互联网企业。

长沙卓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医疗信息化业务的小微企
业。公司负责人唐勇介绍，明年他们
将推出一款针对全民健康的手机
APP，连接市民与医疗机构。唐勇的
企业只是众多入驻长沙高新区的小

微移动互联网企业的缩影。 今年以
来， 长沙高新区加大了移动互联网
产业招商引资力度。今年年初，高新
区就定下目标： 年内移动互联网企
业数量增加600家， 争取增加1000
家。为完成这一目标，高新区派出多
路小分队，分赴北京、上海、杭州、深
圳4地，向4地移动互联网精英宣传
长沙的移动互联网产业， 并搭建移
动互联网产业回湘创业平台。 长沙
高新区信息产业园招商局局长郑伟
介绍，该平台包括孵化器的组建、创
业服务的提供、创业政策的支持、创
业项目的申报等， 可以为回湘移动
互联网创业者提供创业空间和支持
服务。

因为产业政策、区位、人才、服
务等方面的优势， 长沙高新区不仅
吸引了众多小微创客抢滩入驻，还
获得了移动互联网“大佬”企业的青
睐，形成了“小微企业铺天盖地、大
型企业顶天立地”的喜人局面。目前
入驻园区的大型移动互联网企业有
微软、谷歌、甲骨文、腾讯众创空间、
58到家、中兴通讯等，注册资金1亿
元以上的企业有10家左右。

长沙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6年，高新区将围绕“将长沙打
造为移动生活之都”的目标，在政策
兑现、助力企业融资、遴选有影响力
的项目等方面发力， 进一步完善移
动互联网产业的布局。

长沙高新区：
今年落户移动互联网企业超千家

湖 南 日 报 12月 26日 讯 （记 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毛泽禾 ）12月26日
上午， 我省第一批中医药专长绝技
项目授牌表彰大会在长沙召开，副
省长李友志为18个中医药专长绝技
项目授牌。

据悉， 中医药专长绝技是指具有
独特的中医药特色、有确切的疗效，但
目前在中医药文献中没有记载、 无法
在现有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中得到合
理利用和保护、 存在失传可能的中医
药诊疗技术。 此批授牌是对其治疗方
法和手段的确认， 不作为相关持有人
员医疗执业依据。

首批专长绝技项目为： 社港江氏
正骨术、 杨氏小儿先天性马蹄内翻足
疗法、 彭氏小儿扁桃体炎七星灯火灸
法、 南詹正骨疏经术、 南詹正骨理经
刀 、南詹正骨鹤嘴式整骨钳 、南詹
正骨波浪板、岳阳张氏正骨筋膜松
解针、 岳阳张氏正骨筋膜松解锤、
新邵孙氏正骨术、沅陵男性不育症
中医疗法、侗医腰痛腘吓（刮痧）疗
法 、慈利哮喘化脓灸疗法 、刘氏小
儿推拿疗法、湘西苗医腰痛正骨疗
法、湘西土家医风湿痹症雷火神针疗
法、湘西苗医小儿外感发热疗法、湘西
土家医小儿走胎提风疗法。

李友志指出，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 要充分重视中医药专长绝技
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 抓好中医药
传承和创新， 形成合力推动中医药事
业发展。

湖南授牌保护18个
中医药专长绝技项目

湖南日报 12月 2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吴俊 ） 今天上午，湖
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第三届第
一次会员大会在长沙召开。 省政协
副主席葛洪元当选新一届会长。老
同志许云昭、赵培义、黄祖示出席。

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成
立于2004年12月，是全国第一家研
究宣传廉洁文化的省级民间社团，
旨在研究、 传播廉洁文化， 从文化
的宏观视野， 深入对廉政问题的理
论研究 ， 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理
论、智力支持。成立11年以来，该会
成功发起并举办了8届“中华廉洁

文化论坛”，创办了《清风》杂志，打
造的廉洁文化品牌在湖南乃至全国
都有一定影响力， 有力推动了反腐
倡廉工作和廉洁社会建设。

会议审议了研究会上一届工作
报告，通过了《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
研究会章程》修正稿，选举了研究会
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提出了今后
5年的工作思路。

葛洪元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继
续加强廉洁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普及
工作，进一步办好《清风》杂志和中华
廉洁文化论坛，为推动反腐倡廉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换届
葛洪元当选新一届会长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荣飞）今天上午，由
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主办，沅陵
县政府协办的“翰墨潇湘———大
美沅陵·诗书画展” 在长沙市美
庐美术馆开幕。 老同志唐之享、
张树海出席开幕式。

沅陵是我省地域面积最大的

县，也是沈从文笔下“美得令人心痛
的地方”，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旅
游资源丰富。2015年， 省参事室、
省文史研究馆组织参事和馆员，先
后6次奔赴沅陵进行诗词、 书画采
风写生。沅陵的山水风情不断激发
出诗人和艺术家们的才思妙想，一
行行动情诗句， 一幅幅醉情水墨，

一笔笔铁钩银划跃然纸上。此次展
览，共展出了由省内书法名家手书
的古今歌咏沅陵诗词佳作34幅，以
及从馆员书画家、特约研究员和其
他省内书画家作品中精选的99幅
国画作品。这些精品力作，以艺术
的手法从不同角度展现出沅陵的
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风景名胜。

开幕现场， 还首发了由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翰墨潇湘·大美沅
陵诗书画展作品集》。据悉，此次展
览将持续至12月30日。

“翰墨潇湘———大美沅陵·诗书画展”开幕

艺术展现“美得令人心痛的地方”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12月26日，就长沙磁浮快线规划
建设、发展前景等问题，副省长张剑
飞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张剑飞说，湖南以敢为人先的态
度，决定在长沙实施中低速磁浮项目
并投入商业运营，在于省委、省政府
作出了战略性、 前瞻性的谋划部署。
首先，项目连接长沙火车南站和长沙
黄花机场，可以构建中部地区“空铁
联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其次，推
动我国磁浮技术走在前列，打造在全
世界有影响力的高端技术。 再次，加
速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的应用，形成

产业规模的发展能力和自主品牌。
“回顾整个过程， 令人感慨万

千。”在张剑飞看来，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湖南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专家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是长沙磁浮快线
开通试运行的一大关键。而通过科学
选址，把一部分的桥墩承台布局在市
政道路中间、高速公路旁侧，显著降
低了拆迁工程量，减少了推进阻力。

张剑飞说，中低速磁浮解决了传统
轨道交通的震动、噪声问题，延伸了传
统轨道交通产业链， 为城镇化战略提
供了新的轨道交通支持。 着眼未来，
长沙磁浮快线能发挥更大效应， 为我
国磁浮技术的自主创新作出更多贡献。

长沙磁浮快线能发挥更大效应
———访副省长张剑飞

欧阳金雨

近日 ，记者下基层采访时 ，一些
干部反映， 不少基层干部想干事、敢
干事、能干成事，但有时候干得越多，
发生失误或出现差错的几率也不低；
有时候为了改革发展大局，讲了一些
得罪人的话， 做了一些得罪人的事，
甚至引起争议和非议。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是时代赋予我
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当前 ，湖南改
革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
尤其需要一大批信念坚定 、 为民服
务、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需
要一批敢啃“硬骨头”、敢冲锋陷阵的
实干家。

支持干事者，保护改革者，应当成
为改革攻坚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对
于那些“敢于担当者”工作中可能出现
的失误或差错，只要不违纪不违法、是

出于公心真心为民， 领导和上级组织
就应有宽容失败、 允许失误的胸襟，
就应该旗帜鲜明地亮出“为担当者担
当”的态度 ，不仅要在他们做出成绩
时给予表扬和激励，还应当在他们遭
受非议和不公时主动为他们打气撑
腰、鼓劲加油，让那些牢固树立强烈的
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在重任面前敢
迎敢接、敢做脊梁，在难题面前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
敢于碰硬， 在风险面前敢作敢为、敢
担责任的干部获得该有的褒奖， 受到
重用。

为“敢于担当者”担当，是竖起选
人、用人的“指挥棒”。用好这样的“指
挥棒”，就能让愿干事 、敢干事 、能干
成事的干部脱颖而出， 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见贤思齐， 激发整个干部队伍干
事创业的热情，就能挤压懒官、庸官容
身的空间， 让湖南的改革发展汇聚起
强大的“第一生产力”。

为“敢于担当者”担当

湖南日报记者 王为薇 周红泉
陈淦璋

贴地飞行，“湖南智造”。12月26
日上午，记者全程体验了正式试运行
的长沙磁浮快线。

这是国内首条中低速磁浮商业
运营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中低速磁
浮商业运营线。

9时21分， 伴随着列车播音员的
声音，红、白、黑三色相间的磁浮列车
驶出磁浮高铁站。记者看到，3节编组
的磁浮车厢内， 每节车厢有24个座
位。座位宽大舒适，上置枣红色布套、
白色头垫，车厢厢壁为乳白色，地板
为淡蓝色，整个车厢十分清爽、舒适。

几分钟后，列车开始加速。中车
株机公司副总工程师彭奇彪介绍，这
次试运行，速度基本保持在50至80公
里。正常运行后，速度将达到100公里
左右，整个行程基本在18分钟左右。

参与试运行的媒体记者们大都
是首次体验磁浮列车，大家最大的感
受是：一个字，“稳”！

磁浮列车到底有多稳？记者特意
在车厢里做了一个小实验：在车厢地
面放上满满的一杯水和一根竖立的
香烟。列车全速行驶或转弯中，静置
的水杯水面晃动很小。直到列车在机
场站停稳，水没洒一滴、香烟不倒。

记者注意到， 在车内， 无论是启

动、制动、转弯还是全速爬坡，列车发
出的声音都很小。对此，湖南磁浮公司
董事长彭旭峰解释， 因为磁浮列车与
地面没有直接接触、摩擦，噪音和震动
就非常小。而就算时速100公里运行条
件下，磁浮列车仍有平稳的优点，是唯
一不受天气环境影响的交通工具，8级
大风下也能正常运行。

透过宽敞明亮的车窗望去，收割
后的田野、清清的浏阳河、绿意葱茏
的村庄……长沙东郊风光尽收眼底。

9时44分， 磁浮列车平稳驶入磁
浮机场站！全程只花了23分钟，等候
在外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

“这是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一次重
要的技术革命，湖南人第一个‘吃螃
蟹’！”一同体验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
清泉由衷感叹：目前中低速磁浮在日
本有、韩国还没有试运行。日本那条
只有8公里，我们的有18.55公里。

下车后， 记者步行1分钟就到了
长沙黄花机场T1、T2航站楼之间的
连廊。“从容转乘”的愿望，随着长沙
磁浮快线运营后将成为现实。

而从摄影记者航拍镜头里，长沙
磁浮快线宛如一条贴地飞行的“巨
龙”。它跑出的不仅是一条交通线，也
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条“湖南智
造”的产业线，引领着湖南跑出“一带
一路”新前景。

稳得很，快得很
———长沙磁浮快线体验小记

12月26日， 长沙市太平老街， 收藏家罗玉其 （中） 向市民展示和介绍他收藏的毛主席像章精品。 当天， 罗
玉其展示了他收集的200多件毛主席使用过或专为毛主席生产的日用瓷器———“毛瓷”、 毛主席像章精品等， 缅
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引来不少市民参观。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选出12位
“最美高速人”

湖南日报 12月 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湖南现有通车
高速公路5493公里， 其背后是默默
奉献的上万名高速公路人。 25日， 省
高速公路管理局在长沙评选出12名湖
南“最美高速人”， 表彰奋战在全省
高速公路的一线工作者。

2015年全省高速公路“最美高
速人” 评选活动于今年 5月启动 ，
从全省高速公路系统的收费员 、
路政员、 养护工、 服务区工作人
员、 建设者等5个群体中， 选拔出
在思想道德 、 工作业绩等领域涌
现出的先进人物。 李秋霞、 周静、
李爱民、 刘丹、 胡志钊、 曹艳辉、
吴琦 、 彭革 、 方博夫、 王翔、 张建
华、 黄明坤等12人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