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郭国权 ） 按漆理奇家属的愿
望，今天，娄底爱尔眼科医院开始在娄
底和全省招募有眼角膜移植需求者。
“想让老漆再多看看家乡的山山水
水。”漆理奇的爱人郭国雄说。漆理奇
的肝脏和两个肾，已分别成功移植到3
人体内。

享年49岁的漆理奇， 生前是涟源
市六亩塘镇芦茅居委会人， 曾在涟邵
矿务局利民煤矿当煤矿工人。 煤矿倒
闭后，没有一技之长的他，以打零工为

生。5月10日晚， 漆理奇乘坐的摩托车
与一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 漆理奇受
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经抢救后，被判
定脑死亡。

郭国雄从外地赶到后， 看到丈夫的
情况十分悲痛。“我老公是一个有爱心的
人，平时很乐于帮助人。我们夫妻的感情
非常好，我了解他的想法。”郭国雄说。经
过再三考虑， 郭国雄与丈夫家里其他家
人一致同意捐献漆理奇的器官， 挽救更
多人的生命。

5月13日晚6时30分， 漆理奇在家

人的陪伴下，被推进手术室，医生为他
完成了器官摘取手术。漆理奇捐出的肝
脏、双肾和眼角膜，迅速送往湘雅医院，
经器官配对后，一个肾移植到来自常德
的18岁小伙子身上，另一个肾移植到来
自邵阳市的40岁男子身上， 肝移植在
来自浙江省的中年男子身上。他捐献的
眼角膜，按照家人的意愿，将优先用在
娄底或湖南人身上。

5月15日，漆理奇的骨灰运回家乡涟
源市六亩塘镇芦茅居委会， 父老乡亲以
最高礼仪迎接，并深切缅怀。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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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辉 蒋睿 马立雄

“广大党员一定要原原本本学、带着
问题学、内化于心学、联系实际学、带头
示范学，学以致用地做、坚定信仰地做、
带着责任地做、埋头苦干地做、以上率下
地做， 努力将学习成果运用到‘连心惠
民’工程和‘精美湘潭两年行动’建设当
中。” 5月初，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以一
堂生动的党课拉开了该市“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序幕。

初夏的湘潭，一场“学”与“做”的“头
脑风暴”，劲吹着莲城。

创新方式，丰富学习载体
5月11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以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大方
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为题的辅导报告开讲。集中学习，
让参课的党员受益匪浅。

同时， 湘潭利用多种手段丰富学习
载体。

他们运用本土门户网络、 电视台、微
信公众号以及发送短信等手段进行学习
内容推送；举办市县乡村四级培训，利用
好湘潭网络学院及市县党校、 湘潭电大、
乡镇（街道）党员活动室，村（社区）远教站
点， 通过邀请专家授课或领导干部讲党
课、开设网络课堂等形式，给党员授课。

该市还将《中国共产党章程》、《廉洁
自律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汇编成学
习口袋书，发放给全市所有党员，并在各
级领导班子中开展“践行新理念、湘潭怎
么办”大讨论，助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取得实效。

严格标准，明确学习要求
为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取

得实效，湘潭市还制定了学习教育联系点
方案， 建立领导干部学习教育联系点，明
确市委常委、政协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常务
副主任分别联系指导1个县市区或行业系
统主管单位，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
点带面，全面推进学习教育活动。

目前该市已经启动了“读书学习”活
动，在市直单位开始成立“机关学习吧”，设
立“集中学习周”，要求广大党员每天至少
读一个小时书，单位内的所有党员每月至
少读一本书，每半年至少写一篇读后感。

他们还将全市 7992个党组织和
20.24万名党员全部纳入党建信息系统
管理， 要求基层党组织通过信息系统上
传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图片、视
频等相关资料，进行在线考核，确保学习
教育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

确保实效，“学”“做”融会贯通
“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用自己所学

来指导实践。不管‘学’得怎样，最终的落
脚点必须在‘做’字上得到体现。”湘潭市
委副书记、市长谈文胜表示，为确保学习
实效，湘潭将强化“五个推进”，即推进
“连心惠民”工程十大行动、推进“精美湘
潭”建设、推进“莲城先锋”选树、推进“分
类积分”管理以及推进“正反两面”教育
行动的实际成效来检验“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的成果。

连日来，湘潭各级领导进企业、到
园区、下农村，深入调研，对症下药，积
极把脉， 帮助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
矛盾和问题， 一步一个脚印推进精美
湘潭“一年一变化，两年大变化”的奋
斗目标。

16亿元投资
护一湖碧水
东江湖生态环保与综合利用项目动工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袁孟彪 李兰）
今天，总投资16.2亿元的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利用项目
正式动工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污染源治理、生态恢复、环境监测
与生态建设等6大类共13个子项目。项目建设为期5年。

据资兴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峥嵘介绍，该项目由亚洲开
发银行提供8亿元贷款作为启动资金， 各级财政投资6.2亿
元，社会筹资2亿元。

东江湖是国家重点生态环境保护湖泊。 自1986年蓄水
以来，充分发挥了我省重要饮用水源地、湘江生态补水、防洪
调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电等综合功能，是省“两型社会”
建设重要战略资源，也是国内稀有的优质饮用水源。为保护
好这一湖碧水，省政府、郴州市政府分别把东江湖生态环境
保护项目列为重点工程、一号工程。资兴市成立了专门机构
保护东江湖，常抓不懈。

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利用项目完成后，将在该湖
流域建立起完善的污染防治体系、生态保育体系、生态环境
监测监察网络和长效运行机制，力争成为全国湖泊生态环境
保护的典范。

投资12亿元
建产城融合项目
株洲万丰湖公园开园，占地2000亩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易湘峰 张彦）
湖面清风袭来，湖边青草萋萋……今天，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
与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阳卫国来到株洲高新区新马创新城，参
加该区产城结合标志性项目———万丰湖公园开园仪式。

近年来，株洲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全面构建生
态宜居城市。新马创新城作为“中国动力谷”重要支撑平台，一
直致力于打造具有产业、城市、生态功能的现代创新城，构筑环
境优美、生活舒适、交通便利、功能完善的城市次中心。

占地2000亩、 投资12亿元的万丰湖公园位于新马创新
城核心地带。这是一座以水为主、山水结合的城市公园，拥有
湖心小岛、滨水码头、滨江步行道、青草广场、阳光沙滩、运动
广场等景观，水体面积超过1000亩，湖滨沙滩可进行沙滩足
球、排球、沙滩浴等活动。

阳卫国表示，万丰湖公园建成开园，成为株洲产城融合、
生态发展的一个典范，将对提升国家园林城市株洲的城市品
位，推动株洲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江华农村淘宝交易额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５月16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黎实 蒋慧）今

天，记者从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召开的农村淘宝永州市南六县管
理论坛上获悉，从今年1月6日至5月15日，江华农村淘宝完成订
单8万单，交易金额2000余万元，居全省第一。

该县今年初启动农村淘宝合伙人项目以来， 不断优化县
级服务中心和乡镇、村级服务站服务，积极解决信息和物流等
难题，加快“网上商品进农村”、“农村产品进城”双向流通。

留住一代人的历史
株洲市档案局
加大知青档案采集工作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陈华）55岁的张文斌， 供职于湖
南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曾在株洲县王
十万镇新民村插队两年， 最近在办退休
手续时， 忽然发现个人档案里缺了这一
段经历。几经辗转，他近日在株洲市档案
局找到了自己的知青档案。

据株洲市档案局工作人员介绍，近年
来，来该局查询当年知青下乡经历的临近
退休的人员骤然增多。

为此， 株洲市档案局今年进一步加
大知青档案采集工作力度， 将对株洲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心支持
株洲发展的知青作为知青档案重点采集
对象，留下宝贵的声像和文字档案，以优
化和丰富馆藏资源，保留住这“特殊”一
代人的历史。 株洲县档案局现已收录知
青档案80卷， 详细记录了绝大部分当年
在该县插队知青的资料， 还收录有少量
1968年至1979年间的上山下乡花名册。

掀起“头脑风暴”
———湘潭“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如火如荼

“牵着蜗牛去散步”
公益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姚平）5月14日8时30分，岳
阳市政府副市长、 市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
任熊炜， 市文明办主任章宏平和该市千余
名志愿者，共同启动“牵着蜗牛去散步”大型
公益（岳阳站）活动，迎接第26次全国助残日
的到来。当天，京、津、粤等20多个省市的“牵
着蜗牛去散步”活动同步进行，岳阳市代表
湖南首次与全国其他省市开展联动。

“牵着蜗牛去散步”大型公益活动，
是由中残联和中国智残人亲友协会倡议
发起的。 旨在通过带领智力残疾孩子游
览地标性城市公园， 使他们在美好的季
节从压抑的生活中走出来， 感受自然的
美好，放飞心情，融入社会；共同呼吁全
社会关爱残疾儿童，消除歧视，提升城市
健康素质和品位。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乔雁城 严非平

5月13日，华容县禹山镇双莲村农民
王大河的6亩多油菜全部收割完毕，望着
地里的油菜秆，他皱起了眉头：马上要种
棉花， 油菜秆碍手碍脚， 家里已用液化
气，搬运回家毫无用处。记者追问他怎么
处理，他无奈地说：“只能就地焚烧！”

记者理解王大河的决定， 但心中疑
问久久挥之不去，如今科技日新月异，有
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记者就此在岳阳
城乡进行了一番调查。

“双赢模式”出现，仍需突
破“瓶颈”

临湘市羊楼司镇有山林面积36万
亩，其中南竹23万亩。该镇共有500多家
竹木加工企业， 每年会产生30万吨竹木
加工边角余料和竹木屑。原来，大多企业
往往就地焚烧了事。

“晨星竹业”老板沈锋说：“厂里每天
产生废料20余吨，占了地，还四处乱飞，
又怕着火，令人头疼。”

经多方努力， 临湘市引来了由台胞
董铭吉投资的台湘生物质能源有限公
司，2个月前在羊楼司镇投产。 该公司使
用生物能源技术， 以竹木加工产生的废
弃物、木糠等为原料，经过粉碎炭化加工
成型制成生物质颗粒燃料。 这种燃料密
度高、便于储运，既可作为炉灶、锅炉燃
料，也可用来燃烧发电。

这样，企业变废为宝，减少了“焚烧”
带来的环境污染，又让农民受益。岳阳市
能源局局长王建新告诉记者，该市目前这
类企业有30多家，但规模较小，难成气候。

湖南农福来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吃”棉秆、油菜秆和谷壳等的企
业。董事长饶传伟谈到企业发展时感慨：

“像我们这种企业， 生产的产品很好销，
生产过程全部物理化，没有什么污染，却
难以做大！”他算了一笔账，以棉秆为例，
1.4吨干枯棉秆生产1吨生物质颗粒，成
品销售价1吨700元，但收集1.4吨的棉秆
加上运输费接近500元，加上生产成本和
人工工资，对于企业来说最后是微利。

制约这类企业做大的“瓶颈”，还有
原材料分散和收集难度大、 成本高等因
素。据了解，我国湖北、江苏等省已开始
对这类企业按其消耗的农作物秸秆的数

量予以补贴。 记者咨询岳阳市能源局得
知，在我省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政策。

科技给力，还要再添把“火”
农村的稻草曾是焚烧的主要对象。

近年来随着收割机械化的推广， 情况有
了改观。

“一种全喂入式收割机，加入了一项
稻草粉碎功能， 这样收割后留下的稻草
散落田间，易腐烂，不妨碍来季生产。农
民很少焚烧了。”岳阳市农机局总工程师
彭小星告诉记者， 全市目前稻谷收割机
械中，全喂入式收割机已占总量90%，因
而近年来稻草还田已成常态， 焚烧现象
已大为减少。

据了解，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利用生物办法处理玉米、棉花秸秆
及稻谷壳，制作成蔬菜栽培使用的有机基
质试验获得成功， 也在申请国家专利。虽
然这项成果有利秸秆还田，同时也可避免
焚烧，但该企业担心推广难度较大，主要
是有机肥替代化肥见效慢，程序繁多。

科技给力，秸秆还田，减少干枯植物
的焚烧虽然已经破题， 但也呼唤相关政
策的出台“呵护”，以使焚烧绝迹，资源有
效利用“事业”大行其道。

微调查

农村每年产生大量农作物秸秆及干枯植物，岳阳一些企业变废为宝———

破解“焚烧”难题 期盼政策“呵护”

两学一做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向波）5月14日， 长沙市与怀化
市结对帮扶学校签约仪式在芷江举行。长
沙市长郡中学、 长沙市一中、 湖南师大附
中、 长沙市雅礼中学等学校与怀化市湖天
中学、中方一中、溆浦一中、靖州一中等学
校，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

此次选取长沙市区学前教育 、义
务教育、 高中阶段优质学校与怀化市
对应学段学校开展结对帮扶， 是为了
充分发挥长沙市区内优质学校的示
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 切实提升受援学校教育质量
和办学水平。

据了解，去年，省教育厅在怀化开展
教育精准扶贫试点。目前，怀化市已有49
所学校与长沙市中心城区相关学校签订
结对帮扶协议。通过结对帮扶，加强教育
信息化建设，提升贫困地区师资素质，强
化技能人才培养培训， 深化基础教育教
学改革，推动怀化市各级各类教育均衡、
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省教育扶贫提供
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开展教育精准扶贫
长沙优质学校
帮扶怀化49所学校

下岗矿工漆理奇捐器官救3人

碧水蓝天 美不胜收
5月16日，岳麓山下的长沙市西湖文化园，碧水蓝天，秀美如画。长沙市从2013年开始打造以秀美幸福为特征的“山水洲城”，城

市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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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716 1040 1784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87 173 34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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