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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张尚武）天寒地冻，省农机局紧急
采购调运6万组拖拉机反光警示
器，装配山区拖拉机，为广大驾驶
员系上“安全带”。

冷空气“肆虐”，全省山区迎
来大范围雨雪冰冻。 省农机局副
局长黄育忠介绍， 全省现有各类
农机具约900万台， 其中牌证管
理农业机械43万余台， 主要是拖
拉机，持驾驶证机手27万余人。每
到岁末年初，拖拉机运输繁忙，冰
冻天气频频来袭， 作业安全难保
障。

针对拖拉机在冰雪天气多发
追尾事故，省农机安全监理总站组
织研发拖拉机反光警示器，已免费
装配5万多台拖拉机。眼下又紧急
调运6万组，力争山区县所有拖拉
机都装上反光警示器，减少追尾事

故发生。
顶着冰雪严寒， 各级农机安

全监理部门“送检下乡”。在张家
界、怀化、自治州，农机监理部门
组织技术力量， 进村入户对所有
拖拉机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对存
在安全隐患的300多台拖拉机，
现场监督整改到位； 还编印15大
类100起典型农机事故案例，免
费发给农机手， 警示规范驾驶保
安全。

今年以来， 全省农机安全监
理落实“放管服”改革，监管严字
做“加法”，监理收费做“减法”，让
农机手减负增收得实惠。 坚决执
行免费监理，免征拖拉机号牌、行
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和安
全技术检验费等五项收费， 全省
每年为农机手减免经济负担2000
多万元。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小刚）省水运管
理局今日发布，全省海事、航道部
门深入渡口码头、航道一线，确保
水上交通安全，重点保障集装箱以
及电煤、矿石等重要经济物资运输

通畅安全。截至10日18时，全省航
道整体通行顺畅，暂无船舶长时间
滞留。

省水运管理局航道管理处处长
袁瑛介绍，湘江航道已进入枯水期，
全省海事航道部门已提前与工信部

门、华菱集团展开联动，储备了可满
足40天供应的电煤等重要物资。

湘江航道湘阴文泾滩段， 是长
株潭地区重要经济物资运输的必经
水域，日均通行150艘左右货船。

为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天气，长

沙航道管理局湘阴航道处取消休
假，及时加设浅滩标志，标示航道轮
廓， 减少船舶搁浅， 清除航道内异
物，确保人员船舶安全。过往船舶需
在现场执法人员的指挥下有序通
行，严禁并行、追越。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一个人从小确立的远大抱负，
影响其一辈子。 这句话用在左宗棠
身上恰如其分， 年轻时他自撰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
交古人”， 表明拒绝碌碌无为之志；
22岁时赴京会试， 赋诗曰：“石域环
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
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目
光掠过西北新疆， 规划屯田兴边之
策；40余年后，他以钦差大臣身份领
兵入疆，向入侵之敌开战，胜利收复
新疆， 铸就了伟大民族英雄的光辉
形象。

1812年， 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
阴，4岁时随祖父在私塾读书，6岁开
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15
岁参加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
府试，取中第二名。21岁参加湖南乡
试，中第十八名。之后6年三次赴京会
试，均未考中，从此绝意仕进，不以八
股文自束，广为涉猎各种书籍，开阔
眼界。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左
宗棠展现出得力的办事筹划才能，以
致有一次因为“得罪”上峰，差点遭杀
头之罪，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当
时的皇帝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
一句话这样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
南， 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由
此，左宗棠不但消灾安然，还名传大
江南北。几年后，民族英雄林则徐途
经长沙，将自己被贬新疆时整理的资
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到左宗棠手
上，托付重任。临别，林则徐手写一副
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

这两句话， 左宗棠时刻铭记在
心。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建
立“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大部。
1871年，沙俄复侵占新疆伊犁。英国
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时任陕
甘总督的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他

说，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
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
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在兰
州进行大战前的充分准备。

1875年，63岁的左宗棠被朝廷
任命为钦差大臣， 督办新疆军务。他
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作
战方针。1876年4月， 左宗棠在肃州
（今酒泉）誓师，令湘军将领刘锦棠总
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不久收复古
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1877
年4月，清军兵分三路进击南疆，半月
之内连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
城，南疆门户洞开。5月，阿古柏暴卒。
自10月，清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又
趁敌内部变乱， 挥兵急进西四城，阿
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
境。1878年1月2日，和田克复，清军
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 随后，左
宗棠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
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准备与俄军决一
死战。

清军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吞并
新疆的阴谋。 以清军兵威为后盾，曾
纪泽于1881年成功与沙俄定约收复
伊犁。1884年新疆设省，刘锦棠成为
首任巡抚。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
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写道：“一部
清朝晚年的历史， 几乎都是吃败仗，
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记载，读来令
人气沮。唯有左宗棠的经略西北是个
例外， 确实值得我们兴奋。” 这几句
话，能够加深人们对左宗棠收复新疆
重大意义的理解。现如今，当人们穿
行新疆天山南北， 重回伊犁将军府，
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
车往，百业兴旺，会让人脱口而出吟
诵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大将筹边尚
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
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对左宗棠千秋功业的歌颂，
更是对伟大民族英雄的无限怀念！

民族魂 奋斗曲
———三湘浩气壮河山

左宗棠：

晚年挺身收复新疆

省水运系统

确保电煤等重要物资运输

冰雪来袭农机监理“送检下乡”
为27万农机手系上“安全带”

12月10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竹马塘农产品市场内，各种农
副产品供应充足。近段时期，省内多地持续低温雨雪天气，各级农业部门配
合商务部门，提前做好蔬菜、肉类等重点农产品的产销对接，确保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相对稳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低温雨雪天气“菜篮子”丰富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苏敏） 省公路管理局今
日发布，全省公路系统已启动公路抗
冰雪保畅通应急预案，积极应对本轮
低温雨雪天气对公路、桥梁的影响，确

保湖南境内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
省公路管理局介绍， 全省各级

路政、 养护干部职工已加大国省干
线巡查力度，对所辖路线进行24小
时巡查。 同时向过往驾驶员宣传冰

冻路面行驶注意事项，对急弯陡坡、
临崖临水、 结冰严重路段抛撒工业
盐及融雪剂，放置警示标牌，确保过
往司乘人员安全通行。

截至10日18时，全省公路部门

已储备麻袋420931个、工业盐4852
吨、砂61586立方米、碎石44001立
方米；已出动各级公路人员4300余
人次、 车辆及机械1400余台次，抛
撒工业盐及融雪剂850余吨。

省公路部门

确保境内国省干线安全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