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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慈利人陈能宽，1947年赴美国求学，
旅居美国期间，借助奖学金只用了3年时间就
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
学位，并参与发表了多篇重量级科技论文，成
为享有国际声誉的金属物理学家。

正当他学有所成，准备报效祖国时，却受到
美国当局的百般阻挠， 多次遭到美国移民局官
员的盘问和施压。直到1955年，陈能宽才带着妻
儿辗转旧金山、檀香山、日本、菲律宾、香港，历
经艰难回到中国。

很多人表示不解：“美国条件这么好， 你非
走不可吗？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呀！”陈能宽回答：
“科学是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

回国后， 陈能宽在金属物理学领域独领
风骚，引起国际学术界极大关注。 然而，1960年他
接受了一项神秘任务， 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的研制，从此告别家人，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了。 这一走，便是整整25年。

在与世隔绝的试验场， 在风沙呼啸的戈壁
滩，陈能宽率领一支年轻的队伍，向世界最尖端
技术发起挑战。 没有试验容器，就用锅碗瓢盆；
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原子弹那数以亿万计的
精密数据，竟是科学家们手工算出来的。为防止
皮鞋沾沙引起静电，零下30摄氏度的夜晚，陈能
宽只能赤着脚进炸药生产工房。

他何尝不知道自己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在
给妻子写信时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幸， 你要想
得开。 当年我们抛弃洋房、轿车，带着儿女回国，
正是为了让祖国富强。 ”

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这一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 紧
接着， 陈能宽又投身到氢弹等核武器的攻关

中。 他时常鼓励队友：“消失这些年是值得的，
我们为祖国写篇大论文。 ”直到1986年，陈能
宽同邓稼先一起走进人民大会堂， 接受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最高荣誉时， 人们才猛
然发现，消失了25年的陈能宽回来了。

这25年， 科技界以为他早已去世； 这25
年，对于妻儿，他只是个抽象的信箱号码；这
25年，他无数次手捧父母的照片，遥望家乡的
方向。

1989年，陈能宽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然而，他日思夜想的父母已不在了，大哥二哥
也去世了。 年过花甲的妹妹抱着他泣不成声：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了？ 妈妈生前那么疼你，
临走时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啊。 ”陈能宽长跪
在父母的坟头，热泪长流。

春蚕到死丝方尽，许身为国终不悔。 这就
是一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家国情怀，这就是
一名共产党员的绝对忠诚。

（省委宣传部宣教处整理）

� � � � 享誉国际的物理学家陈能宽，25年隐姓埋名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氢弹的攻关———

自己“藏进”信箱
“两弹”响彻东方

� � � �湖南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 奖经过专家初评和省委宣传部部务会
议审定， 现对入选作品进行公示。 公示期自
2019年6月10日至6月14日，时间5天。公示期
间， 如对入选作品有异议， 可以通过电话
0731-82216206向省委宣传部反映。

入选作品名单：

电影（3部）
� � � �《十八洞村》（湖南广播电视台报送）

《正正的世界》（岳阳市委宣传部、长沙
市委宣传部联合报送）

《香港大营救》（湖南广播电视台报送）

电视剧（片）（7部）
� � � �纪录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故园长歌》
（湖南广播电视台报送）

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湖南广播电
视台报送）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长沙市委宣
传部报送）

电视剧《秋收起义》（长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湖南广播电视

台报送）
动画片《翻开这一页（第三季）》（湖南广

播电视台报送）
动画片《小邑时空传》（郴州市委宣传部

报送）

戏剧（10部）
� � � �花鼓戏《桃花烟雨》（省文旅厅报送）

歌剧《英·雄》（株洲市委宣传部报送）

音乐剧《袁隆平》（省演艺集团报送）
歌剧《陈家大屋》（郴州市委宣传部报送）
京剧《梅花簪》（省文旅厅报送）
阳戏《侗山红》（怀化市委宣传部报送）
舞剧《马桑树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委宣传部报送）
湘剧《田老大》（长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杂技剧《加油吧，少年！》（省演艺集团报

送）
汉剧《帅孟奇》（常德市委宣传部报送）

广播剧（6部）
� � � �《半条被子》（湖南广播电视台报送）

《锦绣十八洞》（省文联报送）
《铜官谣》（长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逐梦海天———致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岳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听党指挥》（湘潭市委宣传部报送）
《烈火丹心》（衡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歌曲（19首）
� � � �《呀呀呀得喂》（张家界市委宣传部报送）

《缘聚天下》（省文联报送）
《奔驰在祖国大地上》（省文联报送）
《天职》（长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让爱在阳光下连接》（省文旅厅报送）
《主心骨》（邵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清清涟水河》（湘潭市委宣传部报送）
《新时代》（怀化市委宣传部报送）
《信仰的力量》（组歌第一首）（常德市委

宣传部报送）
《这一路有你》（省演艺集团报送）
《暖流》（衡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最美的歌谣》（株洲市委宣传部报送）
《土家摔碗酒》（邵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神秘湘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

宣传部报送）
《我是你的鸽子花》（省文旅厅报送）
《骆驼颂》（岳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女书组歌》（第三首）（永州市委宣传部

报送）
《每当我唱起国歌》（益阳市委宣传部报

送）
《源》（娄底市委宣传部报送）

图书（10部）
《乡村国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长沙市委宣传部联合报送）
《中国蓝盔》（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报

送）
《黄冈秘卷》（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报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南出版投资控股

集团报送）
《幸福街》（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长

沙市委宣传部联合报送）
《我的十八洞村》（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报送）
《血刃———红二、六军团湘鄂川黔纪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报送）
《南村传奇》（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长沙市委宣传部联合报送）
《天女》（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报送）
《浪漫沧桑》（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报

送）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2019年6月10日

关于湖南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公示的公告

陈淦璋

6月10日， 沪昆高铁新化南站举行了
“洋溪-中国文印小镇”建设启动仪式。 “文
印小镇”将借助高铁便捷的交通优势，依托
新化洋溪镇风生水起的文印产业，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印产业基地。

依托高铁建设特色小镇， 娄底已尝到
甜头。 在沪昆高铁娄底南站， 集聚互联网
产业的“娄底南·联创小镇”快速崛起，成功
吸引了浙江颐高、陌陌科技等互联网企业
入驻。去年“小镇”实现产值12亿元，贡献税
收7000多万元，成功跻身“省级互联网产业
园”。 这种“高铁+产业导入”的“高铁小镇”
模式， 明显不同于过去的 “高铁+城市开
发”模式。

过去总说“高铁一响、黄金万两”，但反
观省内有些城市， 虽然高铁通了多年，但
高铁站周边却“涛声依旧”。 导致这样的反
差固然成因很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
发展理念上的偏差不无关联。

不少城市在离主城区较远的地方规划
高铁站点 ，寄希望于建设高铁新城 ，形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种模式立足于房地产

先行，再集聚产业和人口，在有些大城市似
乎也取得了某种成功———高铁车站成为城
市经营的一个重要题材， 一个时期内对拉
动地价、房价的作用明显。 但与一线、新一
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财力相对薄弱，高
铁新城的骨架拉得过大， 很容易背负沉重
的债务包袱；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由于高铁
车站与主城区相距太远， 且交通接驳不便
利、生活设施不配套，他们自然不太愿意选
择高铁片区置业。因此，当经济增速明显放
缓、地方债务扩张受到约束、企业投资城建
开发减少时，这种“高铁+城市开发 ”的模
式难以为继，很容易陷入困境。

建设高铁的初衷， 是兼顾效益的同时
为人服务，促进人员与资源自由流动、优化
配置。当前，经济“新常态”更加注重发展质
量，城镇化也开始进入“以人为本”的下半
场。 从“洋溪-中国文印小镇”“娄底南·联
创小镇”的实践来看，充分依靠自身资源禀
赋及产业结构，不谈“大而全”，先看“小而
美”，至少人气开始旺了，产业开始集聚了，
下一步再谈“产城融合”，底气也更足了。这
种类似的“高铁小镇”，确是未来城镇化发
力的方向。

三湘时评

“高铁小镇”能否 出城镇化新路

�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何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
国—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合作论
坛”，6月3日至4日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教科
文组织总部举行。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专业咨询机构代表、中国和
非洲国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围绕“世界
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中非经验共享”这一
主题展开讨论。 期间，一场题为“世界遗产
地可持续旅游与贫困消除” 的精彩演讲，
向与会嘉宾分享了世界遗产地张家界武
陵源旅游减贫经验。

“张家界的旅游扶贫效应正在日益放
大。 ”演讲中，张家界市国际旅游营销顾问、

联合国旅游可持续发展张家界观测点负责
人、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介绍，张
家界的老百姓经历了靠区位参与、 技能参
与、资本参与旅游业的阶段，目前已发展到
智力参与、精英参与，相关的旅游发展与遗
产保护模式可以在非洲的世界遗产地中推
广，并建议非洲的世界遗产地与张家界进行
管理层交换访问，交流分享实践工作经验。

据了解， 本次论坛是基于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 我们希望的非洲》 中涉及
的中非共同优先事项， 落实2018年中非
合作论坛(FOCAC)北京峰会商定的能力建
设的一项具体举措。

张家界旅游扶贫经验
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荨荨（紧接1版①）该厅建立了脱贫攻坚工作
月报告制度，规定每月25日各处室和市州
民政局向厅党组上报工作开展情况。

全省民政明确了重点工作任务：完善
社会养老、儿童福利、特困供养、殡葬服务
等基础设施， 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深
入开展“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活动，抓好脱
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指导各级民政部
门集中力量做好驻村帮扶，在各地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等等。

号令明，步调齐，全省民政系统尽锐
出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攻坚拔寨。

兜底保障有 “面子” 更有
“里子”

“兜底保障一批”是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重要内容，有一些群众错误地把兜底保
障资金当“唐僧肉”“万金油”，希望从中分
一杯羹。2017年5月至8月，根据省委、省政
府部署，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农村低保
和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认定清理整顿
工作。

这是一件较真碰硬之事，没有先例可
循。省民政厅主动作为，协同有关部门联
合作战， 推动清理整顿工作100%入户调
查、100%收入核对、100%民主评议、100%
公示公开，累计核对490.2万人次，反馈问
题线索59.7万条， 精准认定农村低保对象
123.4万人。

接下来，省民政厅又在全省开展规范
村务公开栏“亮栏行动”， 建立和完善村
（居）务信息标准化公开栏2.3万个，推动低
保、兜底保障等村务信息规范化、标准化
公开，促进了应保尽保、精准救助。

省民政厅变单一主导力量为社会大
合唱。 通过1万家社会组织进千村帮万户
的“万千万”扶贫工程，年均结对帮扶困难
家庭1.4万户；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近1.2万
个社区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学雷锋志愿
服务岗为贫困人口、“三留守”人员、残疾
人提供心理健康辅导等服务，年均服务14
万多人次；在“乡村治理三年行动”中重点
开展扶贫扶志专项行动， 以婚丧礼俗改
革、村规民约完善，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助推乡村振兴工程。

现在，我省基本民生保障既有“面子”
更有“里子”。全省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

每年4151元，月人均救助203元；城市低保
月人均救助345元。每年临时救助100多万
人次，流浪救助10多万人次，慈善救助200
万人次以上。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28
万人， 补贴标准分别达到65元和60元。建
设农村留守儿童之家1.56万个， 孤儿集中
和分散供养标准提高到1200元和800元。

聚焦深度贫困精准施策
目前， 我省还有20个贫困县未“摘

帽”，718个村未“出列”，83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未脱贫。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
山路更陡。

省民政厅党组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部署，盯住
最困难的地方，瞄准最困难的群体，扭住
急需解决的问题，把优秀干部、骨干力量
派到片区扶贫、 驻村扶贫等脱贫工作一
线，以决战决胜的勇气，集中力量、精准施
策，一鼓作气攻克难中之难、坚中之坚。

———制定出台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核
对指导意见，细化重病患者单独纳入低保
和刚性支出扣减办法，建立支出型救助制
度和渐退机制。同时，建立分类帮扶机制，
实行一户一档、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做到
精准救助、精准帮扶。

———推动政策有效衔接。加强农村低
保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推进基本生
活救助与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农村危房
改造等政策的衔接协同。

———将福彩公益金项目、财政预算内投
资项目向深度贫困地区重点倾斜，不断完善
社会养老、儿童福利、特困供养、殡葬服务等
基础设施，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继续开
展“三区计划”“牵手计划”，鼓励长株潭等经
济发达地区民政部门，结对帮扶11个深度贫
困县发展民政事业。 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年
检、评估、党建等，进一步压实业务主管单位
责任，发挥行业专业优势，指导社会组织将
脱贫攻坚纳入年度计划。

唐白玉表示，民政部门是脱贫攻坚的
主力军，要强化上下联动、拧成一股绳，目
标认识高度一致， 计划行动协调联动，制
定任务书、路线图、责任状，将脱贫攻坚任
务压实到单位、到岗位、到个人，扛牢为民
爱民职责，全力以赴打硬仗，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

履行民政职能 决胜脱贫攻坚

荨荨（紧接1版②）目前，已成功完成7次太空
发射任务共13颗微小卫星，是国内目前商
业航天企业卫星发射频率最快、发射数量
最多的民营企业。截至6月5日，该公司所
有卫星累计在轨时间超过2155天， 其中，
于去年1月发射的“湘江新区号”卫星在轨
服务时间已超过500天。

“今年还将有5至6次发射任务， 计划
发射约20颗卫星。” 天仪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为科研院所、大学和商业企业提
供短周期、低成本、一站式的商业化微小卫
星星座整体解决方案的同时，公司已经开
始涉足更大体量、更高水平的卫星，预计年
底前后会实现较大体量卫星的首次发射。

“身临”
其境

6月10日， 彩绘师与画面中
的阿尔卑斯山脉浑然一体，好似
身处其间。 当天，湖南湘江新区
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首个巨幅
墙面彩绘亮相， 该作品长57米，
高26米， 面积近1500平方米，描
绘了阿尔卑斯山的恢宏壮阔。 湘
江欢乐城冰雪世界，是目前世界
唯一的室内冰雪乐园与水上乐
园相结合的主题乐园， 计划于
2020年全面建成开园。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周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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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10日，蓝山
县土市镇泉塘村，瓜
农在采收西瓜。 今
年，蓝山县种植优质
西瓜近万亩，通过采
用异地嫁接育苗、双
覆膜栽培、增施有机
肥等技术，预计西瓜
产量2万余吨， 平均
每亩西瓜收入4000
元左右，将带动300
余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

杨雄春 欧昌正
摄影报道

瓜熟
笑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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