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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被镇党委任命为村主任助理 ； 两年

后，村民们自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他当上了

代理村主任兼村团支部书记。

2009

年

2

月，李海

入了党。同年，他考上公务员后，主动向组织申

请继续留村工作。这年

12

月，组织上正式任命

他为水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水平村就像谜一样 ，一天一个样 。”说起

水平村的变化，村秘书刘红初这样形容。

仲春时节，记者走进这个村 ，就像走进了

一幅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图画

里。

沿着平整的水泥路，来到村口，迎面是高大

的“中国水平村”的牌楼。进入村里，公路两边，错

落有致地排列着

40

多栋三层“农家情景小洋楼”。

村道两旁，新植的

1000

多株白玉兰、紫薇、丹桂、

红叶石楠、红叶李迎风摆舞，芳香四溢。村子中

央， 是正在大兴土木的水平休闲文化垂钓基地，

它的旁边，是敞亮的“中国水平休闲文化广场”，

这里有长达

100

米的水平村户主嵌名楹联碑廊和

中国水平道德文化诗词碑廊……

“水平村的发展，是从

3

年前的那次村支两

委务虚会上开始的。”村支书刘凤初说。

经过艰苦卓绝的苦斗，通村公路总算建成

了。建整扶贫工作队也走了。水平村下一步的

路子该怎么走？

在那次会上，时任村主任助理的李海提出

了“文化兴村、科技旺村、产业富村”的思路。他

提出，水平村当前要办的第一件大事是翻修改

造废弃多年的村小学，建起水平文化楼。

他的这一提议立即遭到反对：咱们村现在

当务之急是要寻找脱贫致富的产业，搞这个虚

家伙干什么呢？再说，钱从哪里来？

李海慷慨陈词：“要富口袋， 先富脑袋。我

们是要找致富的路子，但没有文化、没有科技，

思想没有解放，致富产业是建不起来的。要有

文化和科技作支撑， 我们的致富才能长久 ！”

“没有钱， 我把一万元积蓄捐出来， 村里先用

着，余下的我去想办法！”

与会的干部们被说服了， 更被感动了。大

家纷纷捐款，紧接着挨家挨户发动群众。

9

个月后，“水平文化楼”建起来了。在这栋

楼里，办起了“少儿之家”，建起了青年创业中

心、办起了农民科技培训学校，建起了村支部

和团支部活动室、电教室、广播站和涟源市规

模最大的农家书屋。

“这栋楼，把大伙的心思激活了，把村班子

和全村党员、青年团员的心拢到了一起。村里

的发展从此有了基础，有了信心！”老支书刘春

堂说。

通过网上查资料和多次外出考察，李海确

定把金银花产业引进来，作为村里的第一大富

民产业。

刚开始村民不敢干 ， 李海便动员村干部

“第一个吃螃蟹”，后来又争取到了涟源市金银

花产业龙头企业德仁公司全力支持，还把全省

金银花专家、省林科院高级研究员王晓明博士

请来村里，现场授课。

2009

年春，李海联合其他

5

位村干部，注册

成立了水平种植业合作社， 他被推举为理事

长。群众也渐渐地跟着干起来了。现在，全村金

银花种植已发展到

429

亩 ， 其中合作社

200

多

亩， 估计今年可以达到规划的

1000

亩目标。去

年是初花期，全村金银花产业即实现产值

5.2

万

元，农民人均从中增收

100

元。预计今年全村人

均金银花收入可过千元。

一花引来百花开 ， 一业勃兴百业兴 。 今

年，水平村又正式启动了另外两个更具诱人前

景的项目。 一是以德仁公司的技术作支撑，在

金银花基地里引进套种

1000

亩红豆杉，目前已

成功移栽

200

亩； 二是与湖南回春堂制药公司

合作，建立

800

亩药材基地，目前已签订协议 ，

正在炼山整地。

刘元初原来在涟源市运输公司上班，月薪

达

5000

元。去年冬，他辞职回到水平村，担任了

村团支部副书记兼水平村种植业合作社副理

事长，并承包了村里的休闲文化垂钓基地。

刘元初说：“想想李海，我不回家乡做点贡

献，心里不安！”

水平村有好几位像刘元初这样的年轻人

回到了村里，他们的理由是两个，一是为村里

的发展前景所吸引，二是为李海所感动！

说起李海为水平村所作的奉献，每个水平

人心里都有本账。

头

3

年，他没有一分钱工资，而为了修路，他

从自己的积蓄中捐出了

2

万元，修文化楼，他又捐

出了

1

万元，建金银花基地，他又是捐款

5000

元，

2009

年考上公务员后，头几个月工资他又拿出来

买器材，为村里建起了广播站。为了村里的建设，

他四处奔波，挫折委屈没少经历过。

4

年多来，李海凭着这种赤诚和锲而不舍，

先后为村里争取了

200

多万元的资金和物资 。

同时，他还“请”回来了大量的政策、技术和人

才支持。涟源、娄底两市农林、水利、科技等部

门的领导来了。著名作家谭谈来了，欣然担任

了村里的文化顾问；金银花专家王晓明博士和

另外

9

位科技专家来了，以顾问的身份，助推水

平科技兴村。

4

年，弹指一挥间，而对李海来说 ，是他人

生

4

年最宝贵的青春。 他把它全部洒在了这个

远离闹市的偏远山村。几年来，一间斗室，一盏

青灯，寂静的四周，永远忙不完的案头工作，成

为他夜生活的全部。

记者问这样的生活苦不苦，李海说：“有时

候跟一些同龄人比，心里也有些扰动，但想想

乡亲们的信任和期盼，我又心定了。能为大多

数人谋福利，我感到很充实，很幸福！”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

李海是

2009

年全省

和全国四个大学生创业典型之一，今年又被评

为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

本报

5

月

7

日讯 （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易大东 蒋海文）今天从湘潭

大学传来好消息，由该校出版社主持

的国家大型出版项目红色系列丛书

《红藏》 编辑工作进展迅速。 第一编

（期刊） 首期出版的图书

43

卷已完成

排版和编校工作，预计本月可与读者

见面。

《红藏》是一部全面收录中国共

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创办和出版的期

刊、 报纸和著作的大型系列丛书。它

将集中再现共产党人上下求索的思

想轨迹， 典藏革命先驱坚持信念、复

兴中华的理论文献。为学术界提供系

统 、真实 、权威的研究文本。

2010

年 ，

湘潭大学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

联合申报《红藏》（期刊）项目，获

1146

万元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创下我省获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金额之最。《红藏》

所录报刊书籍时间跨度为

1919

年至

1949

年， 分期刊、 报纸和专著三编，

规划出版系列丛书

1500

多卷，鸿篇巨

制也为我省出版界前所未有。

据介绍 ， 《红藏———记忆

1919-

1949

（第一编：期刊）》入选了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重

点项目。将系统而准确地收集、整理并

影印在

1919-1949

年间由中国共产党

直接领导和间接领导创办和出版的

红色进步期刊。包括在中国大陆、港澳

台以及部分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期刊

杂志。全书约

2

亿字，分

400

卷出版。

目前，湘潭大学出版社已经确定

了期刊的入选原则及范围，整理期刊

目录

2800

种， 已查明馆藏

1000

余种，

已收集到的资料预计能成书

150

余

卷，

2011

年拟出版

100

卷。

《红藏 》将要收集整理出版的这

批党的报刊史料距今年限较长。限于

当时的印刷条件，其中一部分善本正

在漫漶消失，如不及时抢救，将会对

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及中国新闻出

版史等方面的研究造成不可弥补的

损失。

本报

5

月

7

日讯 （记者 何国庆 通

讯员 邹敏 陈晓文）今天，湖南省第二

届校园文化论坛暨省第九届“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终审决赛在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举行。此次“挑战杯”竞

赛参赛作品佳作颇多， 成果转化总额

达到

3500

余万元，实现历史性突破。副

省长韩永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

育工委 、省教育厅 、团省委 、省科技

厅、省政研会、省科协、省学联共同主

办。主题为“展当代大学生风采，与宏

伟‘十二五’同行”。把校园文化论坛

与“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结合，旨在

努力倡导青年与文化同行，与科技同

行，与宏伟“十二五”同行。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等四所高校在论坛上介绍

了校园文化建设经验。

本届 “挑战杯 ”科技作品竞赛全

省共有

48

所高校参加 ， 参赛作品达

397

件， 是历年来参赛作品最多的一

届。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不仅

吸引了全省近千名高校师生目光，而

且也让不少企业慕名前来“淘宝”。参

赛作品有

9

件被企业相中， 达成合作

转化意向， 其中

4

件作品将在竞赛期

间与企业正式签约。

本报

5

月

7

日讯（记者 何国庆 通

讯员 陈晓文 邹敏 ）今天 ，在长沙举

行的省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

技作品终审决赛上，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吴凤娟同学为主研发的 “黑竹”及

黑竹制品 ，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

光，成为争夺最高奖项的大热门。

吴凤娟等同学的成果叫“不霉不

蛀黑竹改性技术”。 现在硕士研究生

二年级在读的她，在本科时就跟竹子

“较上了劲 ”。经过多年的努力 ，她研

制出新型环保黑竹制造关键技术，攻

克了竹制品发霉、虫蛀、开裂、变形的

技术难题。这种黑竹经过烟熏等复杂

的技术处理 ，颜色可深可浅 。更神奇

的是， 黑竹还能产生短远红外线、负

离子，吸附和屏蔽电磁波 ，具有延年

益寿的特殊功效。成果填补了国内空

白，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 。在研

究过程中，已申请国家专利

9

项，获授

权国家专利

2

项， 发表

EI

收录论文

18

篇，还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展示台，吴凤娟的指导老师彭

万喜、张仲凤向记者介绍 ，他们的技

术在

3

年前就被江西、 四川等多个省

的企业看中。 现在有

6

家企业在与他

们进行合作开发。精明的厂家把黑竹

做成家具 、工艺品等 ，价格是普通竹

制品的好几倍。产品出口日本、韩国、

欧盟等地 ， 国内销售遍及

20

多个省

市。

6

家企业中，规模较大的

3

家近

3

年

新增产值

29.5

亿元。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丁恩友

【判决结果】 “五一” 前夕，

汉寿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的判决正式生效， 判令被告李

某某偿还原告刘长生借款本金

10

万

元， 并按年利率

25.56%

支付自借款

之日至还款之日的利息 （扣除被告

已支付的利息

600

元）。 对原告要求

按原、 被告双方约定的

36%

的年利

率支付利息的诉请， 法院依法予以

驳回。

【案情回放】

2007

年

12

月

16

日，

汉寿县毓德铺镇花墙村李某某，因

开发房产急需资金， 遂向本县龙阳

镇居民刘长生借款

10

万元。双方约

定月利率为

3%

，年利率为

36%

。李某

某照此出具了欠条， 还口头承诺借

款期限为一年。

此后， 李某某仅向刘长生支付

了

600

元利息， 借款本金及余下利

息一直未还。借款到期后，刘长生多

次向李某某索讨未果， 遂于去年

1

月向法院提起返还借款本息诉讼。

【争议焦点】“高利贷”利息是否

受法律保护。

【法官说法】汉寿县人民法院承

办此案的法官王平说， 本案被告向

原告借款，并向原告出具了欠条。按

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原、被告之间

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该债权债务关

系合法有效，被告应及时偿还。

本案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时，

虽没有约定还款期限， 但依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

121

条“公民之间的借贷，

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 一般应

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

时可以请求返还， 借方应当根据出

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 暂时无力返

还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其分

期返还”之规定，原告可随时向被告

主张债权， 被告应随时随地向原告

清偿债务。 故法院对本案原告要求

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10

万元的诉讼请

求予以支持。

而对民间借贷的利息， 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

意见》 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

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 但最高不得

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本

案借贷发生时， 银行同类借款年利

率为

6.39%

，因此借款的最高年利率

为

25.56%

。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温馨提示】私人之间的借贷行

为对缓解民间资金紧张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

不按法律规范办理等很多问题，特

别是“高利贷”的出现使得民间借贷

纠纷频发。殊不知，“高利贷”属于非

法行为。请捂紧你的钱包，想清楚了

再借。

本报

5

月

7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伍西明 佘丽莎）今天，我省医学

会健康管理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

表示将出台行业相关技术标准与服务

规范、准入标准，提升我省健康管理专

业学术水平。 该学会挂靠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 湘雅医院院长孙虹当选第一

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 � � �

“健康管理是通过运用管理学的

方法和手段， 对个体或者群体整体健

康状况及其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全面

检测、 评估、 有效干预与连续跟踪服

务。”孙虹介绍，健康管理不仅可以引

导医生做好传统的疾病诊断、治疗，还

可以指导公众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介绍，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聚合三

大效应： 搭建湖南省健康管理学术理

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研讨的平台； 规范

学科标准，规范行业行为，规范操作流

程， 提升湖南省健康管理服务质量和

服务水平； 规范湖南健康管理人才的

培训， 促进与国内外健康管理同行的

学术交流和合作， 完善我国健康管理

专业的学科建设。

本报记者 蒋剑平 冒蕞

5

月

5

日，透过重症监护病房的玻

璃，记者看到曾海华静静躺在病床上

休息。这位

37

岁的农民兄弟或许还不

知道，在他昏迷期间 ，有许多袋饱含

着无私大爱的血液汇入他的身体，将

他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4

月

29

日下午，家住隆回县金石桥

镇泉溪村的曾海华骑摩托车回家时，

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小车发生碰撞，其

左脚小脚趾几乎完全断裂， 但并无其

他严重外伤。车祸发生后，他被送到新

邵县正骨医院救治， 接受了脚趾切除

手术。可术后第二天，曾海华却突然昏

迷。经检查，原来他的脾脏破裂引发内

出血，需立即进行手术。可给他化验血

型后，医生惊奇地发现，其血型竟然是

被称为“熊猫血”之一的

RH

阴性

B

型

血，医院并无此种血型的血液。闻讯赶

来献血的曾海华的亲属中， 也无人属

这种血型。

当天下午，曾海华转到邵阳市中

心医院接受手术。医生采取将没有污

染的血液输回患者体内的方式实施

手术，对其脾脏进行了切除 。虽然手

术取得成功，可邵阳市中心医院及中

心血站都没有找到与曾海华血型相

匹配的血液。如果不能输血 ，将无法

继续对患者进行治疗，其生还的希望

仍然渺茫。

情急之下，曾海华的亲属在网络

发帖求助。

5

月

1

日， 湖南稀有血型联

盟的志愿者看到了帖子，他们当即联

系邵阳当地志愿者谢长江去医院核

实情况。

5

月

1

日下午， 谢长江赶到医院。

核实情况后，他立即向湖南稀有血型

联盟报告，并通过自己的

QQ

群、微博

和志愿者社区发出呼吁 。很快 ，一场

由热心志愿者发起的 “熊猫血 ”跨地

输送行动开始了。

当天下午

5

时， 湖南稀有血联盟

捐献的第一袋血从衡阳运抵邵阳。晚

上

7

时，又有

4

袋血从株洲 、怀化等地

运抵邵阳。

5

月

2

日，患者用血再次告急。由于

前一天已考虑到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湖南稀有血型联盟提前组织

5

名来自

长沙、湘潭等地的

RH

阴性

B

型血志愿

者紧急前往邵阳献血。当天下午，志愿

者鲁金萍、曾雯、李明、刘严、许国栋冒

着风雨，驱车赶赴邵阳。到邵阳时，已

是晚上

10

时多， 经短暂休息，

5

人各献

血

300

毫升，共计

1500

毫升。

“献血者必须是这种稀有血型，

还须满足其他献血条件， 一次凑足

5

个人真的很不容易。” 邵阳市中心医

院输血科检验师钟靖说 ，“多亏他们

的热心帮助，才使患者活了下来。”

本报记者 贺威 李雅文 陈煜

“分秧理秧手脚快，弓腰直背不打

拐，步退匀称苗矩好，乡干部的田插得

好，打个一百分。”“裁判员”粱秋风一

只脚跨在田埂上， 另一只脚淤在禾田

里，满脸泥浆也遮不住她憨厚的笑容。

５

月

６

日下午， 隆回县石门乡合龙

村

5

组成片水稻田里正上演一场“插秧

比赛”，“运动员” 是乡干部和村民。在

粱秋风家的主赛场， 客串裁判的她想

了好半天， 编了个顺口溜评点眼镜乡

长李波。

整好的水田里，

８

人并排排开，没

有发令声也没有计时员， 队员每人守

着

６

兜禾矩宽的阵地，弯着的身子伴着

右手一插一抬间徐徐后退， 看久了这

动作突然感觉那是和着音律的舞蹈。

泥水虽刚没过小腿， 可乡干部郭

丽芳时髦帽子的顶上不知何时沾了一

大块泥， 露在太阳底下的后颈窝也被

晒红了。

８０

后焦卫龙体型偏胖，艰难地

往后挪， 不过他已经坚持了

４

个多小

时。

５８

岁的贺海春资历老， 秧也插得

好，一个人“遥遥领后”。

“早稻

８

日之前要栽完， 正愁没劳

力， 没想到一下来了这么多， 还全免

费！”年近

６０

的梁米莲带着小孙子在“巡

查”。家里就留她一个劳力，乡干部今天

上午一个小时已攻下了她的一块水田。

６

公里外的井塘村

5

组还有一个

“分赛场”， 党委书记胡德伟带着另一

组人在李周喜的水田里比试。 今天石

门乡

６０

多名干部都在地里， 为忘却疲

劳，大家想出了插秧比赛的招儿。今年

来， 干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

景，在隆回随处可见。

“劳动快乐，和农民朋友一起劳动

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乡干部插秧解决

了种田大户和留守户缺劳力的问题，

也带动农民多种田多产粮， 我们都是

赢家。”眼镜乡长李波甩掉镜片上的泥

水，爽快地总结比赛成绩。

“挑战杯”科技作品佳作多

成果转化总额达

3500

余万元，为历年之最

“黑竹”走红“挑战杯”

3年为3家企业创产值29.5亿元

多地志愿者驱车上门献血

我省将出红色经典系列丛书

1500卷鸿篇巨制，获国家资助金额创下三湘之最

我省有了

健康管理专业组织

将出台健康管理行业标准

乡干部插田得满分

“高利贷” 利息不受法律保护

本报

5

月

7

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蒋海文）

5

月

4

日，“

2010

全国高

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活动终评传来

喜讯： 湘潭大学化工学院团委书记

胡阳、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辅导员

向延娥荣获 “

2010

全国高校辅导员

年度人物” 提名奖。

“

2010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 评选， 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的

600

多名高校辅导员参加评选 。 经

专家评审， 共评出 “

2010

全国高校

辅导员年度人物”

10

名， 提名奖

40

名， 入围奖

150

名。 我省高校仅有

两人获得提名奖。 据悉， 提名奖获

得者胡阳， 近

9

年来辅导了

4000

名

大学生， 使

600

多名贫困生受到帮

助。

2人获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

“长大了我要

带妈妈去天安门广

场看升旗 ” ……

5

月

7

日 ， 长沙市小

新星幼教集团华盛

双 语 幼 儿 园 举 办

“送给母亲的节日

礼物” 活动， 小朋

友们将 “孝心” 心

愿写在心形卡上 ，

挂上心愿树， 作为

节日礼物送给自己

的妈妈。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黄惠敏 摄

� � � �“要有文化和科技作支撑，

我们的致富才能长久。”

5

月

5

日， 怀化市阳戏剧团在为溆浦县干部群众表演新编历史剧 《满朝

荐》。 《满朝荐》 是怀化市反腐倡廉重点文化工程， 讲述明朝麻阳进士满朝

荐任知县时， 与贪官污吏斗智斗勇的故事。 张娟 王继云 摄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电子邮箱：

lijunjizhe998@163.com

联系电话：

0731-84329539

主持人：李军

邵阳农民车祸受伤需输稀有血型

礼

物

献

妈

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