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1年 9月 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徐钢 刘荣华

【小康指数】

沈文超，34 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北

胜村村民。大学毕业后，他在广东一家设计公司

从事平面设计。2016 年，辞职返乡创业，入股 3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 121 户，年营业额 2400

多万元，除去入社村民收入及各项成本外，净利

润 230 多万元。如今，他在当地和益阳市区买了

房，家里添置小车 2 台。

【圆梦故事】

仲秋时节，益阳市大通湖区田野渐渐褪去翠

绿，蒙上一层淡淡的金黄色。

车行至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北胜村一处农田，

记者听见“嗡嗡嗡”一阵声响。伴随着螺旋桨快速

旋转，一架携带防虫生物农药的植保无人机腾空

而起。它时而低空穿梭，时而空中悬停，把一层薄

薄的药雾均匀洒在谷穗饱满低垂的水稻上。

操控无人机的沈文超，是一位放弃沿海企业

高薪返乡创业的 80 后新农人，现为益阳市大通湖

区北洲子镇强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北洲

子镇华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湘汇农业农机

专业合作社联社理事长。

辞去高薪，返乡干事业

“小时候，父母不要我做农活，好让我安心安

意读书，考上大学，到大城市找个好工作。”说这

话时，沈文超朝父亲沈德云笑了笑。

父亲的美好期望，并非沈文超心之所向。

沈文超的记忆中，烙下了父辈起早贪黑的辛

劳场景。沈德云是村里的种田能手，但摆脱不了

靠天吃饭的命运——来一场冰雹，发一场洪水，

生一场虫灾，都可能让一年的汗水落空。就算是

风调雨顺的年份，也难免受市场影响，丰产不丰

收。

“在我父亲这辈人看来，种地是发不了财的。

他情愿自己吃苦受累，也要供我上大学。”沈文超

说，他大学毕业后一路打拼，做到了广东东莞一

家公司的部门总监，月薪 1.5 万元。

沈德云脸上有光，夸儿子有出息。沈文超却

想辞掉工作，返乡创业。

两代人的观念产生了激烈碰撞：沈文超有个

创业梦，要当造福一方的能人；沈德云则希望儿

子过得安逸，有份体面工作和稳定收入。

“我要把种地当事业干，还要带着乡亲们一

起干！”踌躇满志的沈文超最终说服了父亲。

科技种地，种出高效益

不到几分钟，一亩田的生物农药打完了，沈

文超收起无人机，领着记者向他入股的合作社走

去。“此种地非彼种地！”他话说一半就打住，故意

卖个关子。

走 进 合 作 社 大 门 ，见 前 坪 晒 满 金 灿 灿 的 稻

谷。正对面库房里款式各异的农机一字排开。沈

文超麻利地爬上一台铲车，开始翻晒稻谷。

“ 现 在 都 是 科 技 种 田 ，过 去 的 老 一 套 落 后

了。”铲车轰鸣，沈文超提高嗓音对记者说。

作为新一代农民，沈文超有底气：他有才，知

农 时 ，晓 农 事 ，会 开 各 种 农 机 ，擅 长 使 用 种 田

APP；他也有财，入股 3 家合作社，发展社员 121

户，购置农机具 50 多台，承包土地逾 3000 亩，年

营业额 2400 多万元，除去入社村民收入及各项成

本外，净利润 230 多万元。“才”“财”兼备，他还勤

学好问，多次去各级农机展、农博会取经。

讲起科技种地的好处，沈文超说得最多的一

个词就是“高效益”。

科技大棚育秧，避开了倒春寒；统防统治打药，

减少了病虫害；现代农机收割，降低了机损率……

与父辈相比，沈文超种地产量翻番，劳动强度大

大降低。

产量上去了，质量也要上去。除引种玉针香、

农香 42、野香优莉丝、恒优一号等优质稻外，沈文

超还特意在某些环节“去科技化”，以提高稻米品

质。如重要节点采用人工除草，晴好天气采用日

光晒谷，父辈们种田有益的“土办法”被延续下

来。

沈 文 超 还 引 进 稻 虾 套 养 模 式 ，实 现 一 地 双

收；通过电商渠道推广，提升自有品牌溢价。他家

的大米，价高的达每公斤 50 元，低的也有 15 元。

早些年沈德云种地，每亩纯收益养家糊口都

难；现在沈文超种地，双季稻每亩纯收益达 1200

多元，稻虾套养每亩纯收益最高达 3700 元。

带富一方，有志更有为

轻轻一点手机 APP，稻田实景跃然屏上，现

场光照度、风力大小、温度、湿度、肥力、酸碱度等

各项指标一目了然。通过卫星地图，沈文超还能

查看农机作业轨迹，确保无遗漏。

“从水稻浸种、催芽、现代化育秧，到田间生

长灌溉，实现了全过程数据采集和现代化管理，

也方便购买者进行质量溯源。”沈文超一边说，一

边向记者展示。

虽然可以一屏看遍掌上“丰”景，巡田依然是

沈文超雷打不动的早课。

他喜欢站在稻田边，看沐浴着霞光的稻秆儿

拔节生长，间或有野鸟、家鸭在稻田里觅食。“这

真是再动人不过的美景，一天不到田间地头去，

心里就发慌。”沈文超说。

带着情怀种地，沈文超不光要用高科技种好

自家田，还要让更多人搭上“科技快车”。

这些年，沈文超自掏腰包请农技专家给村民

上课；给村里 170 名原建档立卡贫困村民每人每

年 400 元农资物品，并为他们在合作社提供长期

或短期工作。他还调用合作社农机，为周边 1.9 万

亩稻田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并以高于当地粮食

公司的价格收购稻谷。

现在，沈文超正在考察农机无人驾驶技术。

“以后，从春天整地、插秧，夏季田间管理，到秋冬

粮食仓储，都可实现全程无人化，会有越来越多

的粮农受益。”沈文超满是憧憬。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田明峰

历史的画卷，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时代的

华章，在砥砺前行中书写。

9 月 26 日至 29 日，中国共产党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以赶考状态扛牢首倡地政治责任，湘西

州将深入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打造“三区两

地”，建设“五个湘西”，跑好全面建设现代化

新湘西“第一棒”，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湘西新篇章。

以首倡地的首倡之为，推进乡村
振兴走在脱贫地区前列

过去 5 年，一场史无前例、感天动地的脱

贫攻坚大决战在湘西州全面进行。8 县市全部

摘帽，111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5.6 万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全部脱贫，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

胜利。十八洞村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

湘西州创造了中国脱贫攻坚的鲜活样本，成

为人类减贫史上重要地标。

过去 5 年，湘西州城乡面貌发生历史性巨

变，张吉怀高铁即将建成通车，湘西机场有望

明年通航；生态文化旅游业“井喷”式发展，矮

寨·十八洞·德夯大峡谷景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世界级、国字号生态文旅品牌

达 400 余个；省级工业园区实现县市全覆盖；

农业特色产业面积突破 400 万亩；成为全国首

批 电 子 商 务 进 农 村 示 范 州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0.24%，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如今的湘西，“是首倡之地展现首倡之为

的新湘西，是享有‘矮寨不矮、时代标高’美誉

的新湘西，是山门大开、联通时代脉搏的新湘

西，是优势产业蓬勃兴起、发展潜能加快释放

的新湘西，是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新湘西”。

湘西州将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六大行动”，努力提升思想高度、推动三

产融合发展、建设美丽家园、加快全域文明创

建、促进共同富裕，推进乡村振兴走在脱贫地

区前列，筑牢现代化新湘西建设的“压舱石”。

奋力书写“三区两地”锦绣文章，
让“五个湘西”盛景精彩呈现

此次党代会上，湘西州委提出了努力打

造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民族地区团结

奋斗共同富裕标杆区、全国绿色低碳发展样

板区、武陵山区承接产业转移新高地、国内外

享有盛名的旅游目的地的“三区两地”发展定

位，明确了建设红色湘西、生态湘西、文化湘

西、开放湘西、幸福湘西“五个湘西”的主攻方

向。

为夯实建设现代化新湘西的经济基础，

湘西州将以实施“四个千亿产业”计划为抓

手，着力构建以生态文化旅游业为主导、农业

特色产业为基础、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

支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特色优势

产业体系。力争到 2025 年，全州旅游收入、新

型工业产值、商贸物流产值分别达到 1000 亿

元，特色农业总产值达 500 亿元以上。

发展旅游是湘西州的最大门路。该州将

把州域 1.55 万平方公里作为大公园、大景区

来规划建设经营，州域全境将成为优美自然

风光展示区、厚重历史文化演绎区、浓郁民族

风情体验区、红色教育题材研学区。

随着山门大开，承接产业转移其势正盛。

新的征程上，湘西州将用好湘南湘西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平台，把招商引资引智作为第

一选择，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第一要素，把湘

西州打造成为武陵山区投资热土、创业沃土、

发展乐土。

梦想在田野里放飞
——益阳市大通湖区新农人沈文超科技种田的故事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夏涛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充分体

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和真

挚的为民情怀，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气势磅

礴、催人奋进。”近日，溆浦县委书记郑湘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溆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湖南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全会要求，大力实施

“三高四新”战略，按照“兴工强县、基础提质、

文旅融合、统筹城乡”工作思路，以产业为抓

手，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溆浦。

牢固树立“产业为先、项目为王”理念，用

超常规的手段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坚持发展

现代农业，坚定不移走园区化、标准化、规模

化、科技化、市场化、品牌化道路，不断做大做

强粮油、中药材、茶叶等农业支柱产业，大力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质量，打响

“溆浦品牌”。

把工业建设成最强的发展支撑。高举“兴

工强县”大旗，加快补齐工业短板。坚持产城

融合，加快园区配套服务建设，力争 2025 年园

区规模工业企业达到 50 家，创建成为省级高

新区。围绕硅砂、石材、化工新材料、建材、绿

色食品等产业，抓好资源整合和产业提质升

级，构建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发展闭环。

将文旅产业打造成最靓丽名片。坚持将

生态资源与历史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向警

予、向仲华等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传承红色

基因，让“警予家乡、红色溆浦”广为传播、深

入人心。以雪峰山生态文旅长廊建设为抓手，

打通“山背-北斗溪-穿岩山-思蒙”黄金旅游

通道，形成一条高品质的自然山水走廊，让溆

浦成为张吉怀精品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上的

闪亮明珠。

郑湘介绍，溆浦交通优势、区位优势明显，

将全力把这一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

势，努力建设区域商贸物流中心。重点抓好溆

浦万达广场、城南商业综合体、城南农贸市场

等核心商圈建设，完成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

统筹推进电子商务、生活服务、金融保险等现

代服务业发展，建设魅力四射的核心商圈。

圆梦小康

来自市州党代会的报道

走好新赶考之路·湖南在行动

9月 23日，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北胜村，沈文超操作植保无人机喷洒生物农药。 徐钢 摄

沈文超

我的妻子也是白领，在沿海月薪有一

两万元。我俩放弃高薪职位回乡创业，为的

是趁年轻，有干劲，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家乡的田野是童年的乐园，与小伙伴

一起摸鱼、捉虾、扎猛子的美好场景忘不

了，我的根就在农村。如今，科学技术发达，

现代农业快速兴起，农村是放飞梦想的大

舞台，是创新创业的热土，只要奋力拼搏，

照样大有作为。

个人富足，只是我的小目标，与乡亲们

一起共同富裕，才是我的最高追求。看到这

些年国家给予农村和农民的优惠政策越来

越多，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农村的决心。我将

在科技兴农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带领乡亲

们从“会种地”到“慧种地”，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

（杨玉菡 整理）

■圆梦感言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

以赶考状态
跑好全面建设现代化新湘西“第一棒”

以产业为抓手
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溆浦

——访溆浦县委书记郑湘

▲ ▲（上接1版①）

“我们将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全力打造

创新人才聚集高地。”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

部长罗缵吉表示，要主动跟上去、深入融进去，进

一步发掘长沙丰富的科教资源，畅通产学研一体

化创新平台，精准服务园区和片区的高质量发

展。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发现、

培养、引进、用好各类人才，实现人才链与创新

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打造人才工作的“升级

版”，奋力建设国家级人才城。

发挥人才“第一资源”在创新
“第一动力”中的支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

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

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国家

队作用，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组织产学

研协同攻关。

“我们要更好发挥人才‘第一资源’在创新‘第

一动力’中的支撑作用。”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

李志坚说，要深入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在人才

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重点工作中创新发

力，充分激发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团队）、

青年科技人才等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立足湖南

实际，大力推进科技攻关项目实施和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聚

集、培养一批人才，全力打造一流科技人才队伍。

南华大学党委书记高山表示，学校将进一步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

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强和

改进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持续推进人才强校，

积极探索和创新人才工作的方式方法，用事业凝

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培养

一大批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人

才是关键。”长期在乡镇基层工作的宁远县委办

四级调研员郑生权说，要推动创新技术、科研成

果、高端人才等资源向农业农村集中，引进更多

农业科技人才，支撑产业优质高效发展，解决人

才下乡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工作、

快乐生活、无私奉献。

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
解难、为国尽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

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

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

责。

“我深切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技术

人才的高度重视，对一线技工人才的倾情关注。”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华菱湘钢焊

接技术顾问艾爱国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不遗余力地做好传、

帮、带工作，带动更多的工人兄弟岗位成材，培养

出更多大国工匠。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

忠表示，将带领团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集聚行业顶尖人才，激发人才创

新活力，争当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致力科技

惠民，攻克一批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努力研

发出更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的基因技术、产

品和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

当主角’，我看了很激动！”刚刚获评长沙市 C 类

（省市领军）人才的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杨林广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创业

者，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创业者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的优秀品质，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

与时代同频共振，为企业、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 ▲（紧接 1版②）签约项目数量和金额均超过首

届博览会，结构上更加均衡、资金来源更加多元。

同时，近 500 家中非贸易企业开展会前会中磋商

对接，意向成交额达 2 亿美元。

云上博览会加速数字化进程。本届博览会开

创“云会议、云展览、云交易”模式。“云会议”方

面，首次将开幕式实时信号直传非洲，浏览量 981

万人次；“云展览”方面，商品展浏览量达 1068 万

人次，为供采双方提供了展览展示、匹配撮合、在

线洽谈等平台服务，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中非

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展和非洲主宾国展观展达

215 万人次；“云交易”方面，借助非洲知名电商平

台打造博览会“中非网购节”，浏览量超 9 亿次，交

易额突破 2.5 亿元人民币。

市场化办会实现突破。本届博览会进行市场

化探索，三一集团成为博览会首席战略合作伙

伴，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长沙银行成

为金融服务战略合作伙伴。借助市场化办会，博

览会探索了可持续办会模式，企业提升了自身品

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实现双赢新局面。

本届博览会首次发布《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

告》，系统梳理了首届博览会以来中非经贸合作的进

展与成果，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展望。此外，

本届博览会再次发布《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

9月 29日晚，中铁上海工程局常益长铁路二分部跨益阳绕城高速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作人

员将混凝土浇筑到无砟轨道板与底座板的夹层内。当晚，常益长高铁益阳段首块CRTSⅢ型无

砟轨道板成功铺设浇筑，标志着常益长高铁益阳段全面进入无砟轨道施工阶段。此次铺设的轨

道板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CRTSⅢ型无砟轨道板，与传统的制板工艺相比，最大限

度地提高了轨道板的预制精度和制造效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傅聪 通讯员 郭懿 摄影报道

常益长高铁益阳段开始无砟轨道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