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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陈丹） 今天，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职组）化工生产技术赛项开赛式在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全国27个省市
区的141名参赛选手，包括湖南化工职院中
职部、湖南石油化工职院中职部两支代表队
的6名选手，将在化工专业知识、化工仿真操
作和精馏操作三个项目上展开比拼。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我国职业
教育的一项重大制度设计和创新，2008
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一届。 今年
大赛在天津主赛区，北京、江苏、湖南等

21个分赛区分别举行， 共有17000余人
进入决赛阶段。比赛项目涵盖87个大项、
89个分赛项，其中湖南承办了（中职组）
化工生产技术、（高职组） 飞机发动机拆
装调试与维修等4个赛项。

赛项仲裁组组长任耀生介绍， 本次
大赛参照职业标准规定的化工总控工中
级工以上要求设置竞赛项目， 同时引入
行业前沿的新技术、新标准、新规范，全
面考察选手的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职业素养， 将引导院校技能型人
才培养进一步对接化工行业需求。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易禹琳）
今天上午，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在岳麓书
院文昌阁举行“培根铸魂 诗联天下”活
动启动仪式。 据悉，以岳麓书院为起点，
该馆将举行系列诗词、 楹联采风创作活
动，紧跟时代步伐，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打造湖南诗词楹联品牌。

“天下诗人半在湘”，自古以来湖南是
中国诗词和楹联大省，从理论研究、诗联创
作到代表性诗词楹联大家，都享誉全国。湖
南省文史研究馆则是研究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高地，集结了余德泉、熬普安、
胡静怡、熊治祁、陈书良、晏西征、熊东遨、

吕可夫等一批中国诗词、 楹联学界重量级
人物。 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李跃龙介绍，
“培根铸魂 诗联天下” 系列活动是湖湘诗
联文化的创作、研究、交流和展示，目的是
大力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启动仪式上， 著名诗词作家熊东遨
从“历史厚度、境界高度、思想深度、影响
广度”四个方面总结了湖南诗词的特点；
楹联学专家、 著名书法家余德泉介绍了
“有华人处即有楹联”的楹联千年历史和
湖南楹联大省的成就。 两人在现场讲解
了岳麓书院的楹联和诗词， 吸引了众多
游客听讲。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记者今天从省科技厅获
悉，2019年高校科研院所研发财政奖补
资金申报工作已经启动， 线上填报时间
截至6月23日。 符合条件的研发单位，按
照2018年度比2017年度研发经费中非
财政性资金较上年度新增部分的10%予
以奖补，年度最高奖补500万元。据悉，这
是继2018年启动兑现企业研发财政奖补
后， 我省实施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行动的又一重要举措， 至此实现了对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三大类创新主体的
全覆盖奖补。

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等6
部门联合印发的申报通知，明确了奖补对
象须符合三条标准。 即在湖南省内设立、
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执行国
家统计规范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

机构、民办非企业、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其
他事业单位等研发执行单位与机构；根据
全国科技统计报表制度， 按照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 省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工作部
署，按规定途径、标准完成2017年、2018
年度研发经费统计上报，且2018年度研发
投入总量较2017年度有新增额的；无财政
资金使用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通知要求，奖补申报实施网上申报，
全过程痕迹化管理，研发单位在“湖南省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完成
在线申报。 据悉，我省高校科研院所研发
奖补政策实施期限为3年。 其最大亮点
是， 奖补资金由研发单位统筹主要用于
开展后续研发活动的基础上， 对科研活
动作出重要贡献的科研人员， 可按照科
研和财务管理规定给予奖励， 直接发放
给个人，最高不超过奖补资金的30%。

通讯员 孙贤亮 贺贝 陈甫春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在近日结束的湖南省第40届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学校选送的“跨栏
式雏鸭体质分选器”“体验郎官酒， 探索新酿途”
两个参赛项目让评委们眼前一亮， 获得一等奖，
并将代表湖南参加全国科技创新大赛。

自1981年开始，该校30多次登上湖南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领奖台，20多次登上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领奖台。

一所来自湖南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缘何
在科技创新大赛上如此实力强劲？ 这与该校教
师陈富昌一辈子的心血付出密不可分。 近日，
记者采访了这位教师。

“搞科学种植，是为了学生们
有书读”

1964年，19岁的陈富昌从隆回六中毕业，
被分配到兰草小学教书。 当时学校就他一名教
师，一间教室，不到30名学生。 当地村民穷苦，
陈富昌跑东家劝西家， 但还是有很多辍学的。
失学儿童成了他的心病。

1974年，陈富昌调到金石桥镇洞下小学任
副校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学生能通过勤工
俭学来读书。 洞下大队领导知道后大力支持，
1975年无偿划给学校10多亩地作勤工俭学基
地。

为了搞好基地，陈富昌从县、区农科站要来
了杂交水稻种子，又跑到湖南农学院、涟源农校学
习茶叶和生姜栽培法。1976年,他带着学生开始大
面积种植水稻、生姜和茶叶，当年水稻亩产达到
722.5公斤，比常规水稻亩产翻了一番；生姜亩产
1600公斤，每亩增产30%；茶叶成活率达97%。 这
一年开始，洞下小学200多名学生全部免费入学，
学龄儿童入学率达100%。

“1976年我10岁，在洞下小学读四年级，跟
着陈老师种水稻、种生姜，我就一辈子种水稻
和生姜。 ” 洞下村今年53岁的村民彭祥生说，
他有一本陈老师当年编印的《生姜栽培法》的
小册子， 靠着这门技术， 他每年收入8万元左
右，比外出打工挣得多。

“当初搞科学种植，是为了学生们有书读。
同时也是让他们毕业后即使当农民，也能闯出
科学种田的新天地。 ”陈富昌回忆说，指导学生
种水稻、生姜、茶叶高产的消息不胫而走后，各
地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 上世纪80年代，他
先后举办科技讲座100余场， 培训2万多人次。
如今洞下村家家户户种了生姜，金石桥也成了
有名的生姜之乡。

科技创新出成果，也培养了人才
1987年，陈富昌被调到金石桥镇教育办担任

工会主席，并负责全镇中小学的科技教育和勤工
俭学。 在他的带领下，金石桥镇中心学校、洞下小
学先后成为“湖南省科技活动基地”“湖南省教育
科学研究（科技活动）基地”。

金石桥镇家家养生猪脱贫致富，但如果母
猪病了，仔猪吃奶就成了问题。 陈富昌和学生
一起日夜奋战， 通过半年多时间反复试验，发
明了“仔猪免疫奶发生器”，获2016年度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一等奖。

隆回北面山区有一种植物腐婢，当地人称
神仙树，其叶汁可做成豆腐。 2015年，陈富昌为
技术总指导，带领学生567人，历时一年考察了
解腐婢的开发价值，项目获2016年度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二等奖。 陈富昌还指导村民郑能泽
栽种腐婢100多亩，出售鲜叶做“神仙豆腐”，销
路非常好。

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不仅培养了大批新型
农民，还为国家输送了不少人才。近年来，该镇有6
名博士、12名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

因为执教成绩斐然，县教育局、市教育局
多次想给他“升官”， 但陈富昌每次都婉言谢
绝。 2005年，陈富昌已到退休年龄却申请延长
到65岁退休，退休后又返聘至今。 他说：“我离
不开金石桥，离不开洞下小学，离不开这里的
学生。 ”

获奖光环的背后……
1980年初，湖南省举办首届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 陈富昌觉得这是鼓励学生爱科学用科
学的好机会，便广泛发动学生积极参加，并亲
自指导，首次参赛就获得了两个二等奖。

此后，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参加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从不间断， 有1000多人在全
国、省、市级参赛获奖。 科技创新活动也从洞下
小学发展到以金石桥镇学区为中心并辐射到
隆回所有中小学。

获奖光环的背后，陈富昌付出了很多。
1978年，陈富昌的妻子意外身亡，留下了3个

未成年的孩子。 祸不单行，1979年7月的一个早
上， 在杂交水稻田里守护了一个通宵的陈富昌回
到家里，发现4岁的儿子因为食物中毒而夭折。 回
忆往事，陈富昌依然非常自责。

由于长期吃饭不规律，陈富昌患上了严重的
胃溃疡。 1989年8月学校放暑假，他正在高产红薯
试验地里翻藤除草，突然胸口一热，涌出大口的鲜
血，同事发现后送到县人民医院打止血针抢救。病
情稳定下来，他放心不下试验田，偷偷瞒着医生坐
车50公里跑回去察看。

2003年， 陈富昌因胃病三次住进湘雅医院，
不顾医生护士多次劝告，在病床上完成了3篇获国
家级奖项的科研论文。

今年，为了指导学生参加省第40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74岁的陈富昌连续熬夜， 患了
重感冒也坚持不去住院， 嗓子嘶哑不能说话，
他就用笔写指导教师和学生，直至完成任务。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张琴 朱紫英

近日，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立新收
到一条微信，一张公司通知入职报到单的照片
映入他的眼帘。 刘立新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
回复“好好工作”，对方发来“感谢”二字。

简短6个字，背后是胡某（聋哑人）与刘立新的
特殊交集。 两个月前，胡某被所在公司开除，这次
是他在刘立新的帮助下第二次入职该公司。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3月2日说起，那天晚上，
胡某在公司附近的超市偷盗被抓获。 公安机关
通过调查发现，2月以来， 胡某在该超市3次盗
窃槟榔、肥皂、水桶等财物，价值400余元，已涉
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发
现胡某的行为虽涉嫌盗窃罪， 但情节显著轻
微，依法可以不批准逮捕。 但没有合适的成年
人愿意担任胡某的保证人。 3月13日，长沙县人
民检察院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胡某被羁押
于长沙县看守所。

该院监所检察科科长刘立新根据胡某的
户籍地址，与同事驱车数百里来到位于湘乡市
胡某老家，通过多方周转，终于取得胡某兄长
的联系方式。 胡某兄长在浏阳一公司打工，有
能力对胡某监管，经做工作愿意为胡某担保。 4
月29日，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胡某变更强
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胡某虽被释放，但作为聋哑人在社会就业困

难又无基本生活来源。 刘立新首先想到的就是胡
某之前就业的公司。

经了解，胡某在这里曾工作4年，该公司还接
纳了大量残疾人就业。 起初该公司不愿意再接受
胡某，刘立新没有放弃，4次走访公司，反复与公司
行政人事部负责人沟通协调， 并得到长沙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盛智的支持。 该院以检察院的名义
向该公司书面致函， 希望能对胡某重新接纳并进
行帮扶，最终该公司承诺重新接纳胡某入职。

5月23日，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胡某
作出不起诉决定。 胡某在纸上写下了“谢谢你
们为我做的一切，我一定会认真工作”，对检察
官竖起了大拇指表示感谢。

拿着入职报到单，胡某回到了熟悉的工作
岗位，回归正常轨道的他第一时间向刘立新报
喜，“感谢”二字里，有对检察官胜过千言万语
的感激。

受贿逾6000万元

攸县原县委书记
谭润洪受审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张清）今天
上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攸县原县委书记
谭润洪受贿一案。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2012年至2018年，被告人谭润洪利用担
任株洲县县长、 县委书记和攸县县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或单位在河道砂石开采权出让、土地出让、工程承揽、
医疗器械采购项目、案件处理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伙
同其特定关系人刘某姣(另案处理)，索取或收受株洲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某(另案处理)、郭某、左某冀、邓某、吴某
红、周某华、冷某勋、郭某斌、刘某明、刘某、沈某勇等单位和
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53.5197万元，其中既遂
5703.5197万元，未遂350万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就本案
有关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充分发表了意见，被告人谭润洪
作了最后陈述。 因案情重大复杂，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首次启动高校科研院所
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申报

年度最高奖补500万元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在湖南举行

“培根铸魂 诗联天下”

省文史研究馆启动大型诗词采风活动

一辈子坚持科技创新
———记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学校教师陈富昌

“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