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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子碑》。 潘爱民 摄

柳子庙戏台。 胡明高 摄

文/胡纯亮

柳子庙坐落在永州市零陵
区的潇水西岸，愚溪之滨，是全
国唯一一座为纪念唐代著名文
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而
修建的庙宇，始建于北宋仁宗至
和三年(公元1056年），清朝光绪
三年(公元1877年)重建，占地面
积40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面
对愚溪，背靠青山。庙内历代碑
碣甚多，其中《荔子碑》《捕蛇歌》

《寻愚溪谒柳子庙》等堪称文物

珍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湖南省爱国教育基地。

近年来，零陵区巧做“古”文
章，精打“文化牌”，加大对柳子
庙的保护、开发和宣传力度，合
理利用文物、文化、旅游、教育资
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如今，随着该区“全域旅游”的深
入推进，以柳子庙为核心的柳宗
元文化旅游区与零陵古城项目
融合，成为了永州文旅的核心景
区、龙头引擎。

十大文旅地标

祭柳活动。 潘爱民 摄

柳宗元石雕塑像。 潘爱民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正茂

50 岁的鲁建文在平江县加义镇泊
头村流思源水库边住了近10年。作为水
库看护员，他见过很多场大水，也曾在大
堤上平安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

6月30日，暴雨肆虐加义镇，境内河
道、水库、山塘的洪水猛涨。14 时 30 分
许，鲁建文在巡查水库时，发现水位较
高，为了保护水库安全，避免发生溃堤情
况，他第一时间下去涵管拔塞放水。但因
涵洞的水压突然增大，鲁建文双腿被牢
牢吸住，以至无法动弹，后经抢救无效，
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醉卧沙场君莫笑
当天，持续了11个小时的大雨没有

一丝停歇的迹象。14 时，鲁建文担心猛
涨的水位会造成水库穿孔，再也按捺不
住，拿上雨伞，穿上雨靴，准备前往流思
源水库巡查。

“等雨小点再出门吧。”妻子欧阳积
贵劝道。

“我放心不下，还是去看看好。要是
有险情，我就能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刚

吃完午饭，鲁建文便出发了。
欧阳积贵没想到，这竟成了她和丈

夫的永别。
“当时听到他打电话给我求救，我立

马通知村里，5 分钟就赶到现场救援。”
泊头村村民梁思东回忆说，他是一边跑
一边呼救。

“村支书鞠鲁湘得到消息后，立即拨
打 120 急救电话，并带领 4 名党员火速
赶到现场。5 人合力把鲁建文从涵洞里
拉出来，就地进行急救。”泊头村村委古
平妃说起救援时的情形，几度哽咽。

“他被涵洞吸住了，水压太大，导致
大脑和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现在生命体
征已很微弱，必须马上送医院急救。”现
场急救的医生边急救，边跟鞠鲁湘说。

随后，医院救护车和加义镇党委书
记张生才及相关部门干部赶来救援。鲁
建文在被紧急送往县一人民医院。途中，
虽经医护人员极力抢救，最终还是因抢
救无效不幸去世。

不教胡马度阴山
鲁建文是平江县三市镇碛江村人，

2011 年搬迁到加义镇泊头村后开始看

护流思源水库，一直默默无闻地守护着
水库和村民的安全。

“鲁建文是个老实人，平常话不多，
总是埋头干活，路上碰到我们也是笑着
打招呼。下大雨水库水位上涨的时候，他
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预警。”家住水库下
面的村民得知鲁建文去世的消息，一个
个都湿了眼眶。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巡查水库情况，清除杂草，拾捡水库垃
圾……2011 年至今，鲁建文 10 年如一
日，每天要去水库巡查。碰到下雨的时
候，无论多晚，他都要去水库观察水位。
有一次，鲁建文在县城办事，听到加义
下暴雨的消息，立马火急火燎从县城赶
回来检查水库，查看水位，在雨停了确
认水库安全后，再赶回县城办事。鞠鲁
湘说：“正是因为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
度，流思源水库近10年来基本没有发生
过险情。”

“平常水库还有灌溉任务，我们的水
田需要灌溉时，都会打电话跟他说，他总
会周到地为我们安排好。”鞠鲁湘补充
道，“他是一个认真到固执的人。”

“这么好、这么负责的一个人，怎么

说走就走了呢？”泊头村钟伯根和其他村
民闻讯纷纷赶到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

一片冰心在玉壶
虽然鲁建文是从三市镇搬迁过来

的，但他一直把泊头村当作自己的家。每
当村里有困难时，他总能第一时间伸出
援手。

村级道路的硬化、门头建设、水渠修
理等，几年来村级建设项目里，鲁建文前
前后后捐款上万元。“他不忙的时候，会
主动筹工筹劳参与到村级建设中来。”泊
头村村委叶树仁说，“对村里的贫困学
生，他经常默默地资助他们。逢年过节
时，鲁建文还会提着礼品去看望村里的
五保老人，一去就是半天，陪老人们聊
天。”

记者走进鲁建文家，发现他家虽然
是2015年新建的房子，但是摆设非常简
单，家人的衣着也很朴素。“但凡别人有
一点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他平时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既然自己的能力能
够帮到，那就一定要帮到底。”鞠鲁湘动
情地说，“鲁建文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心
的人！”

湖南日报 7月 3日讯（通讯员
曹勇 记者 何金燕）今天，郴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邵
阳市委原常委、市委统战部原部长、
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市总工会原主
席王长忠受贿一案。郴州市人民检
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
长忠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
至2017年，被告人王长忠利用担任邵
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
长、市总工会主席、相关建设项目协调

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
共计1786.4316万元。提请以受贿罪
依法追究被告人王长忠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王长忠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
见，被告人王长忠进行了最后陈述，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
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湖南日报 7月 3日讯
（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申
巧凤）又到一年高考时。7
月3日，邵阳市“爱心送考”
车队再次集结，以帮助广大
高考考生安全、快捷、准时
抵达考场。

据了解，今年是邵阳市
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
的第16年。高考期间，考生
凭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
坐市内千余辆张贴有“爱心
送考”标志的车辆。对于家
境困难、行动不便、离考点
较远的考生，爱心司机还将
提供“一对一”免费、定点定
时接送服务。

今年高考将在疫情防
控的特殊情况下进行。为了

更好地服务广大考生，主办方对“爱心
送考”车辆制定严格的送考标准，爱心
司机持健康绿码、佩戴口罩上车；做到
一车一日一消毒，对车厢内外全面喷
洒消毒液，对容易接触的扶手、座椅、
拉手等部位进行重点擦拭消毒。

湖南日报 7月 3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张志伟）今天上午，“衡阳群众
在行动”——2020年衡阳市爱心送考社
会公益活动启动，参与爱心送考的“衡
阳群众”在现场庄严承诺，将免费接送
考生，将其平安准时送达考场，用实际
行动为衡阳创文创卫贡献力量。截至目
前，今年该市参加“爱心送考”的公交

车、出租车、私家车及社会团体车辆近
3000台。

据悉，该市自2010年“爱心送考”活
动开启以来，参与活动的“衡阳群众”志
愿者10年间矢志不渝传递爱心，送考热
情逐年递增，这不仅成为衡阳高考期间
最温暖的风景，也是衡阳一张靓丽的爱
心公益名片。受疫情影响，这是一场特

殊的高考，也是一次特殊的“爱心送
考”，为保障活动顺利推进，衡阳交通、
教育、交警、公交集团、出租车协会等多
部门通力合作，让“爱心送考”这面衡阳
社会公益的闪亮旗帜，继续在雁城的大
街小巷迎风飘扬。

活动现场，参加爱心送考的“衡阳
群众”钟健表示，从第一届爱心送考活
动开始到现在，他已经坚持了 10 年，在
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能获得快乐，他将继
续坚持下去。

衡阳近3000台“爱心车”送考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陈新）7
月1日至7月18日为长沙“三考”静音特
护期。连日来，长沙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了 2020 年“三考”
静音集中执法行动，为广大考生营造安
静的复习迎考环境，对发生噪声扰民的
要求立即停工整改，对整改不力或情节
严重的进行处罚。

“晚上 8 时之后就暂时不要工作

了。”7 月 2 日晚 9 时 30 分，长沙市生态
环境局芙蓉分局执法人员来到辖区一
家汽修厂，见一名工作人员正对一台出
租车进行检修，分贝仪现场检测，平均
值为 67 分贝。执法人员对汽修厂负责
人进行了劝阻，该负责人表示将立刻进
行整改。

根据要求，“三考”静音特护期，长
沙各施工企业必须严格控制建筑工地

的施工噪声污染，白天场界噪声不得
超过 65 分贝，晚上禁止进行打桩、钻
孔、混凝土浇筑、电锯等强噪声作业，
场界施工噪声不得超过 55 分贝，特别
是学校附近、居民集中区域，在中午
12：00 至 14：30、晚上 22：00 至次日凌
晨 6：00 禁止一切产生噪声的施工活
动。

此外，7 月 7 日至 8 日、7 月 11 日至
13 日、7 月 16 日至 18 日，各考点周边
500米范围内所有建筑工地禁止一切施
工作业活动。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追记平江县流思源水库看护人鲁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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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 3日讯（记者 唐
璐）湖南省美丹食品有限公司计划
总投资 3 亿元建设两期食品生产加
工项目，一期苏打、夹心饼干生产线
今天正式投产，这是我省最大饼干
生产线，实现全程自动化。

记者在位于浏阳经开区（高新
区）美丹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车间看
到，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器，从原
料搅拌、压缩到真空包装，整条生产
线运转有序，普通的面粉在经过工
人精心调配和机器加工后，变成了
包装精美的苏打饼干。

公司总经理段晓燕告诉记者，这
条生产线全长260米，是目前湖南省
最大的饼干生产线，每天产量高达30

吨，比国内同类生产线产量高 50%，
能耗则比普通生产线降低30%。

据悉，美丹食品总部设在北京，
主要产品为“美丹”牌多类饼干、蛋
糕派、蛋卷及膨化食品，2018年被评
为“中国烘焙食品糖制品行业（饼
干）十强企业”。

“项目一期的主体为面积2万多
平方米的主厂房，一期两条生产线，
主打产品是苏打饼干和夹心饼干。”
段晓燕介绍，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
建，项目一期、二期预计共引进多功
能饼干生产线、蛋糕生产线、休闲食
品生产线，项目全部完成后，预计年
产值超 5 亿元，预计年创利税 5000
万元。

我省最大饼干生产线投产
预计年产值超5亿元

湖南日报7月 3日讯（记者 熊
远帆 通讯员 蒋炼）“贵方为本市提
高社会福利捐赠口罩，向您表示衷
心感谢。我们一定不会辜负贵开发
区的深厚情谊，为创造充满希望的
产业文化城市而共同努力。”近日，
长沙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收到一封
日本大垣市长小川敏发来的感谢
信，字里行间透露出大垣市对长沙
经开区的感激之情。这也是长沙经
开区第3次收到的海外感谢信。

据了解，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展现园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支
持和关心，6月8日，由长沙经开区管

委会和长沙太平洋半谷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一道，向该公司外方股东太
平洋工业株式会社所在城市日本大
垣市政府捐赠 8 万只一次性民用口
罩。6月16日，经过长途运送，该批口
罩顺利抵达太平洋工业株式会社，
并由该公司捐赠给大垣市政府。6月
22 日，大垣市长小川敏写下这封感
谢信，并于近期送至长沙经开区管
委会。

据悉，自疫情暴发以来，长沙经
开区已向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马
来西亚、埃塞俄比亚、巴西等国家累计
捐赠口罩39万个，总价值93万元。

日本大垣市长写信感谢长沙经开区

定不辜负深厚情谊

邵阳市委原常委王长忠受审
被控受贿1786万余元

长沙“三考”考点500米内禁止施工

7月2日，身着古装的游客在柳子庙前拍照留影。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