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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你若生死相依， 我便不离不
弃。”这是2015年陈志超与患尿毒症
的陈飞跃结婚时，对妻子的承诺。4年
来， 陈志超无微不至地照顾陈飞跃，
用实际行动兑现自己的诺言。

3月6日，郴州市举行纪念“三八”
妇女节暨“最美家庭”事迹报告会，陈
飞跃讲述了她和丈夫的爱情故事，现
场掌声如雷。

陈飞跃1985年出生于安仁县渡
口乡石冲村，11岁丧母，17岁丧父，
与3个姐姐和1个弟弟相依为命。为
供弟弟上学， 陈飞跃15岁就随姐姐
南下打工，心灵手巧的她从一线工人
成为工厂主管、公司片区经理。

就在幸福生活向陈飞跃招手时，
她2012年患上了尿毒症， 靠透析维
持生命。2015年的一天晚上，同事邀
请聚会，陈飞跃与来自广东梅州的陈
志超邂逅，两人互生好感。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就
要坦诚相待。”第二次见面时，陈飞跃
把自己患尿毒症的事告诉了陈志超。

“认识你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你生病的事，我要照顾你一辈子。”陈
志超的回答让陈飞跃感动得哭了。

婚后， 陈飞跃和陈志超恩爱如

初。然而，随着透析次数增多引发并
发症，陈飞跃无法再坚持上班。丈夫
一个人的工资无法维持高昂透析费
用，2017年，夫妻俩决定回家乡石冲
村发展。

夫妻俩原本打算开一家农家乐，
后因资金问题搁浅。一天，陈飞跃把
干鱼虾、 红薯干、 梅干菜等土特产
“晒”到网上，引来众多网友好评、抢
购，夫妻俩觉得做电商大有可为。

2017年5月， 网店开起来后，陈
飞跃负责把土特产拍照发布，陈志超
则每天走村串户收集农产品、包装发
货。他不顾劳累，每星期陪着妻子到
医院做3次透析。

夫妻俩坚持“品质为王，用心服
务”经营理念，生意越做越好，回头客
越来越多。开网店不仅使医药费有了
着落， 还帮助60多户留守老人解决
了冰糖橙销售难题。去年，陈飞跃还
与30多户贫困户建立供销合作模
式，她被县里评为优秀脱贫先锋。

可喜的是，在党委政府、社会爱
心人士及亲朋好友的帮助下， 去年6
月，陈飞跃完成了肾移植手术。经过5
个多月的康复治疗，她已安全度过排
异危险期。

“幸福生活正在向我们招手，未
来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陈志超坚定
地说。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何志高）春光无限好，植
树正当时。在植树节即将到来之际，
省绿化委员会（简称“省绿化委”）和
省林业局向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各
机关单位以及广大适龄公民发出倡
议，号召大家“献爱心 护绿心”，为
长株潭“绿心”添绿。

位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之间

的“绿心”，好比“城市之肺”，对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消除噪
声、美化环境、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抓好绿心
保护的有关要求， 汇聚力量加快推
进生态强省建设， 该倡议书号召大
家：

树立生态意识， 争做绿心保护

的宣传者。围绕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多形式、 多渠道地宣传和普及长株
潭城市群生态绿心的重要价值和保
护政策， 形成植绿爱绿护绿的良好
氛围。

履行法定义务， 争做绿心修复
的参与者。 社会各界人士要积极投
身到绿心生态修复中来， 全面履行
适龄公民每年植树3株至5株的法定

义务。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
率先垂范， 组织动员干部职工积极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让全社会的爱
心源源不断地在生态绿心汇聚。

爱护树木花草， 争做绿心守护
的坚守者。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绿心保护的部署和要求，严
格遵守《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
绿心地区保护条例》。全体公民应争
做爱绿护绿的使者，不损坏树木、不
随意摘花摘果、 不肆意践踏绿地草
坪，坚决制止破坏绿化的不良行为，
共同保护绿色家园。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南极有鲸。这是南极幸事、地球
幸事！过去100年，是鲸类的苦难史，
它们无端被一代代欧美捕鲸人所捕
杀。如今，捕鲸人几乎都已不在人世，
但鲸类依然遨游在这个蔚蓝世界。

鲸，依然是海洋之王！
3月7日傍晚， 我们的探险队长

索伦发现两头鲸在游弋， 便果断决
定组织全体探险队员乘冲锋舟下海
观鲸。这当然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

一
大海，出奇地风平浪静。或大或

小的浮冰， 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水
晶石。我们边追鲸，边赏冰。两头鲸
鱼在1000米外的水域现身了。

观鲸是否也要有仪式感？ 冲锋
舟驾驶员悄然摆好船身， 示意一侧
队员下蹲、一侧队员站立。手机、相
机早已同向聚焦， 全船人员鸦雀无
声恭候着精灵威武亮相。

鲸，俗名鲸鱼，但其实不是鱼，而
是海洋哺乳动物。专家说，云集到南
冰洋的鲸有12种， 它们可分为两

类———须鲸和齿鲸。个头最大的是蓝
鲸、鳍鲸、抹香鲸。蓝鲸体长30米，体
重一般约150吨，最大的达190多吨，
现有20万头；其次是鳍鲸，体长25米，
体重一般50吨左右，现有8万头；抹香
鲸体长18至25米， 体重一般20至25
吨，最大的达60多吨，现有43万头。

此刻，我们所见到的鲸，就是须鲸。

二
鲸鱼出水，是有讲究的。首先是

“噗嗤”一声，海面冒出一支水柱来，
随后露出了青色的背脊， 慢慢翘尾
空翻， 像一只巨大的蝴蝶停落在海
面，只是短短几秒便销声匿迹。

很自然， 大家都盼望着鲸鱼再
次出水。

果然， 这个善解人意的精灵又
跃出水面，又是一个深呼吸、大家熟
悉的深呼吸。

在浮冰边界， 多条冲锋舟渐渐
形成了一个月牙型小包围圈。 老练
的驾驶员故意露出些破绽， 暗示它
从包围圈中轻松突围。

人们“心怀鬼胎”包围它，它会
不会反击打翻冲锋舟呢？“不会。鲸

鱼很善良。”探险队副队长科伦说。
对了，鲸鱼智商很高，有回声定

位， 自然能感知到我们这群人的善
良；所以，没有兴风作浪伤人，也不
会像惊弓之鸟那样逃窜。 它们似乎
还特别乖，一直像在闲庭信步，让首
次看鲸的人们尽兴。

整个冲锋舟屏息静气，这边的快
门声与那边的呼吸声是同频共振的。

鲸鱼一次又一次地出水， 一次
又一次地深呼吸。 就像洞庭湖里江
豚出水的呼吸声， 也像我们的兄长
耕田归屋进门时的气息。 谁能拒绝
亲人的气息？

三
100多年前， 欧美人就远渡重

洋，来到亚南极和南极，狂捕鲸鱼以
炼油。 围绕南极建立了无数个捕鲸
站， 每个捕鲸站捕杀的鲸鱼几乎都
在10万头以上。鲸鱼的血，几乎把南
冰洋给染红了。

令人欣慰的是， 鲸类正受到越来
越多国家的保护。1959年12月1日，阿
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法国、
日本、新西兰、挪威、南非、美国、英国、

原苏联等12国签署了《南极条约》。
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

鲸鱼终于迎来自己的春天。

四
看到鲸鱼矫健的身影， 不能不

让人想到洞庭湖的江豚。 江豚其实
就是地球上体型最小的鲸类。

作为近亲，鲸鱼和江豚，一样的
智慧、俊美、善良而温和，它们分别
是海洋生态系统、 淡水湿地生态系
统中的旗舰物种。

江豚的存在，是长江、洞庭湖、
鄱阳湖生态健康的标志。 对江豚的
伤害，反衬出人和环境的病态。如果
江豚也重蹈白鳍豚的覆辙， 这就意
味着作为江豚的主要栖息地， 湿地
生态系统遭受了重创。 如果熟视无
睹、不改变这种状况，长江、洞庭湖、
鄱阳湖就不能支撑人类的生存。所
以，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洞庭
湖、鄱阳湖，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南极看鲸，如醉如痴，不觉天已
渐黑。大伙都有些依依不舍，最爱摄
的是那蝴蝶状的鲸鱼尾， 最爱听的
是鲸鱼那深沉的“噗嗤”声……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曾朝阳）今天，在衡阳
师范学院“做最美的自己———女生
说”活动现场，数百名女大学生同度
“三八”妇女节。一封封“女生说”纸条
在现场被大声念诵，有的祈愿前程顺
利，有的下定决心猛攻学业，还有的
仿佛在你耳边诉说对感情的美好期
待，无不是当代女大学生自尊、自立、
自信、自强的内心独白。

据介绍，该活动属于学校“她世
界” 女生教育工作室项目活动之一。
“她世界” 女生教育工作室成立于
2005年3月8日， 是全省首个针对女
大学生设立的专门教育项目， 包含
“她课堂”“她论坛”“她竞赛”“她之
星”等多个子品牌活动，培训与激发

女大学生自尊、自立、自信、自强“四
自”精神，并通过微博、微信平台，引
导女大学生在新媒体平台上参与讨
论和创作， 构筑女大学生的话语空
间，帮助其对“四自”教育的内化吸
收。

经过14年辛勤耕耘，“她世界”
成为激励全校女大学生努力学习、
健康向上、 奋发有为的重要平台和
抓手。近5年来，学校先后涌现出伦
敦残奥会金牌获得者蒋芬芬、“全国
十大孝心大使” 陈明珠、“全国基层
就业先进典型” 杨梅、“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 刘莎莎、 湖南省第四届
“争做新时代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
彭烨等一大批女大学生励志成才的
典型人物。

培养与激发女大学生“四自”精神
衡阳师院：精彩“她世界”

通讯员 杨雄春 唐智丽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今年是我来蓝山的第8个年头
了，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蓝山人。”
3月8日，在蓝山县“倾情礼赞新中国、
巾帼建功新时代”座谈会上，蓝山湘
威人文实验学校校长李视芳面对众
多女干部和女企业家代表侃侃而谈。

已逾60岁的李视芳来自台湾，是
一名儿童教育学博士。2012年， 台湾
钻石集团旗下的永州湘威运动用品
有限公司在蓝山创办一所农民工子
弟学校，当时从教30多年的李视芳报
名应聘，跨越海峡来到蓝山，在蓝山
湘威人文实验学校一干就是7年。

“传统文化教育需从娃娃抓起。”
学校创办伊始，李视芳就将传统文化
教育作为办学方向，把弟子规、书法、
竖笛等传统课程搬进课堂，和学生一
起穿汉服，诵读古典诗词，感受传统
文化之美。在这里，爱祖国、尊长辈、
亲兄友、睦近邻、讲诚信，成为每个学
生的行为准则。

“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天
使，我非常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
光。”每天早上7时，李视芳准时出现
在蓝山县塔峰镇果木村村口，迎接从

这里走进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道一声
“早安”，风雨无阻，已坚持了7年。“老
师是真诚的种子、善良的使者、美丽
的旗帜、挚爱的化身，更是孩子们的
榜样。” 李视芳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
每一个人， 教会孩子们学会真诚、热
爱和善良。

“救救我的学生！”2013年11月，
该校五（1）班学生李湘不幸患上白血
病，李视芳像抢救自己的孩子般为李
湘四处奔走， 组织学校师生捐款，联
系爱心人士捐助，找相关部门咨询治
疗信息。在李视芳的帮助下，李湘成
功完成骨髓移植手术， 并于2015年
治疗痊愈。

“老师不是艺术家，却塑造着世界
上最珍贵的艺术品。”每一届学生从湘
威人文实验学校毕业， 李视芳都要为
孩子们举办毕业典礼，并一一叮嘱、拥
抱、 道别。“李校长用她的方式为孩子
们在成长道路上留下了快乐的回忆，
用温馨、 温情和温暖滋润了孩子的心
灵。”有学生家长们这样感慨。

“心中有爱，世界都是阳光与灿
烂。” 李视芳说， 虽然已到了退休年
纪，但她仍会留在学校，继续做一个
“护花使者”，守护学校的每一个孩子
开心、快乐、健康成长。

台湾女博士的7年坚守

“你若生死相依，我便不离不弃”

为长株潭“绿心”添绿
省绿化委发出义务植树倡议书

南极梦寻 最爱听鲸鱼那深沉的呼吸声

3月8日，来自长沙宁儿
妇产医院的女职工在合唱
《绿鸟鸟》。当天，“长沙巾帼
之歌”合唱比赛在长沙实验
剧场举行，15个单位参赛。
女员工们用嘹亮的歌声歌
唱新时代， 展示巾帼风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唱响
“巾帼之歌”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肖
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胡扬鹏 )持
续低温阴雨天气，给橘苗生长带来
损害。3月1日， 洞口县花古街道七
里村上金组56岁的村民唐学晚带
领上金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
忙着给橘园挖沟排水。

“橘苗青青，脱贫有金！雪峰蜜
橘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我们唯
有努力干，才能尽快脱贫致富。”唐
学晚对大家说。

唐学晚是上金柑橘种植专业合
作社技术负责人。4年前， 他还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妻子长期患病，每年
要四五万元医药费。 在驻村帮扶干
部引导下，他承包了村里的老橘园。
他“不等不靠、自强不息”，刻苦学习
种植技术， 让老橘园焕发了新的生
机。现在，他成了村里致富带头人，
还被村民选为村民小组长。

在脱贫攻坚中， 洞口县把扶贫
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户自

主脱贫内生动力， 走出了一条很好
的路子。 该县立足雪峰山腹地特殊
的土壤气候，根据市场实际，依托雪
峰蜜橘、古楼贡茶等产业优势，确定
了“山外柑橘、山内茶叶、内外油茶”
的扶贫主导产业发展思路。同时，推
行“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
式，贫困户以土地等入股，在公司、合
作社所占股份均在50%以上。 去年，
全县投入1.4亿元，新成立合作社337
个，扩种柑橘7.1万亩、油茶2.3万亩、

茶叶0.5万亩， 实现贫困人口人均发
展扶贫主导产业1亩以上。 此外，县
里还大力推进旅游扶贫、金融扶贫、
光伏扶贫等， 实现贫困村村村有合
作社、有特色产业，贫困户户户有致
富门路、有稳定收入。

去年， 洞口县有55个贫困村出
列， 有21211名贫困人口摘掉了贫困
帽；累计已有99个贫困村出列、81579
名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2.8%，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雷鸿
涛 通讯员 杨觉震 杨贵琴）“去年，
我获得的产业奖补资金就有6000
多元。今年，我准备发展黄牛养殖。”
3月1日， 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
大洞坪村， 脱贫户胡国庆和记者谈
起今年打算时，充满了自信。

胡国庆一家因缺技术致贫。驻
村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安排他
去安江农校参加养殖培训，并通过
产业奖补， 扶持他发展养殖业。去
年，胡国庆一家被评为怀化市“脱
贫致富光荣户”。

扶贫先扶志，脱贫先去懒。新晃
在脱贫攻坚中，将“扶贫不扶懒”写
入村规民约，注重“志智双扶”，激发
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 变“要我脱
贫”为“我要脱贫”。该县扶贫办副主
任钟晓华介绍， 县里实施产业扶贫
重点项目、“一村一品” 产业扶贫项
目、家庭“微产业”项目等，并通过落
实好“产业奖补”政策，做到正向激
励。 县里出台一系列产业奖励扶持
政策，鼓励贫困群众发展新晃黄牛、
侗藏红米、五倍子蜂蜜等特色产业。
去年， 为1.1万余户贫困户兑现产业

奖补资金4057万元， 实现85%以上
贫困户有1个以上增收产业。

同时， 新晃着力引导贫困群众
摒弃“等靠要”思想，运用当地媒体大
力宣传脱贫攻坚典型经验、 典型人
物，开展“最美脱贫人物”“脱贫致富
光荣户”等评选活动。通过典型引路，
树立以勤劳致富为荣、 等靠要为耻
的价值观，激励贫困群众自力更生。
当地先后涌现了身残志坚养牛脱贫
致富的张显燕、 养殖花猪并带动13
户农户脱贫致富的蔡宗泽、 米酒酿
出甜蜜生活的杨泽英等一批典型。

新晃还注重“扶智”。立足技术
精准帮扶，举办致富带头人、黄牛
养殖技术、 有机蔬菜种植技术、电
商等培训。搭建“互联网+就业+精
准扶贫”平台，全面落实“雨露计
划”等政策措施，并向贫困村派驻
科技特派员。 共培训群众1万余人
次，科技人员赴贫困村开展服务覆
盖率达100%。

至去年底， 新晃有84个贫困村
出列，贫困人口脱贫12208户44120
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24.99%降
至1.01%。

村村有特色产业 户户有致富门路

洞口贫困群众不等不靠摘穷帽

扶贫不扶懒 摒弃“等靠要”

新晃“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沙兆
华）今天，省直统一战线举行座谈会，
学习贯彻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
化艺术界、 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各民主党派省委负责人，无
党派、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 文艺
界、社科界的省政协委员参加座谈。

会上，叶红、汤素兰、蔡霞、北冰、
段江华、尹向东、江帆7位人士畅谈心
得体会。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做好文化文艺工
作、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遵循，
指明了方向。在以后的工作中，要肩
负起新时代培根铸魂的神圣使命，扎
根人民，植根实践，创作出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记录、书

写、讴歌好新时代。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 深入学习领会其深刻内
涵，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强化“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积极
发挥统一战线在推进文化建设、 繁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作用，组
织引导广大统战干部和统战成员特别
是从事文化文艺、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的党外人士， 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科学把
握好“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个根本
问题，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
风尚，创造出更多正能量作品，为服务
湖南高质量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肩负起新时代
培根铸魂的职责使命

省直统一战线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