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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市州新闻

《90后研究生病床上创造6项发明》后续

长沙理工大学的90后研
究生邹勇松， 从小患有肾病，
去年6月起得靠透析维持生
命，每天做4次透析的他，却仍
“痴迷”着科研，近两年申请授
权的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已达6
项（详见本报6月9日讯A08版
报道）。在老师眼里，他是个谦
逊好学、懂得感恩的孩子；在同
学眼里，他一直在尽力帮别人。
身陷人生困境却奋力前行，努
力用专业创作成果惠及他人，
邹勇松的事迹感动着很多人。

前不久刚登记器官捐献

邹勇松的求学路因病痛
和贫困比同龄人更为艰难。然
而，他却很少对身边的人提及，
“不想给身边的朋友家人老师
带来困扰，不想让人担心。”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
很阳光的大男孩， 成绩很好，
性格也很好，我们平时有什么
不懂的问题他都会很耐心地
教我们。” 邹勇松的本科同学
林晶晶说，义务家教、探访养
老院、孤儿院等，在学校很多
志愿者活动上都能看到邹勇
松的身影。直到2017年11月，
林晶晶才知道他是一个身患
重病的病人，“很震惊，他明明
是个需要别人照顾的病人，却
一直在尽自己所能去照顾别
人。” 他的本科同学刘倩雯也
说，“大学同学4年， 他从未透
露过自己身体不适，还常常主
动帮助别人。”

“我认识他已近10年，也
是这两年才知道，原来他得了
这么严重的肾病。”高中、读研
都跟邹勇松同学的李平说，读
研实习时大家在外合租一套
房，有次看他吃药主动去问才
知道。

在导师董国华眼里，邹勇
松谦虚好学，懂得感恩，轻易
不愿意麻烦别人。

他发明的“共享打印机”
一直免费供同学们使用； 前不
久，通过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他登记捐献自己的
器官和眼角膜，成为第183877
位志愿登记者。他说，这世上还
有很多人因为脏器不好饱受病
痛折磨，人总有一死，如果能用
自己的器官延续他人的生命，
这也算是最后的价值……

医院专家组负责后续治疗

身陷人生困境却奋力前
行，心怀感恩，通过自己的智
慧和双手，努力用专业创作成
果惠及他人，邹勇松的事迹经
媒体报道后感动着很多人，也
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目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已经成立了一个5人专家医疗
团队，接下来将帮助邹勇松进
行膈膜透析和综合治疗。一般
来说，换肾配型，直系亲属之
间的配型成功率较高，经多次
检验，邹勇松家人均不符合移
植手术条件。据介绍，院方将
会帮助邹勇松寻找肾源。

“他坚毅、勇敢、执着、热
情、仁爱、宽厚，坚守梦想，永
不放弃， 闪耀着动人的光辉，
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
之歌。” 长沙理工大学党委副
书记邹宏如说。据透露，鉴于
邹勇松自身突出的科研能力
及本人深造意愿，该校已向省
教育厅请示增补博士招生计
划1名， 拟招录邹勇松攻读该
校博士学位；另外，已有企业
表达了将邹勇松的科研成果
转化为产品的意向。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6月6日，湘潭县河口镇、杨
嘉桥镇等地百余名村民， 来到
位于益阳市谢林港镇青山村的
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参
观。“没有一点气味”“好漂亮的
工厂”……村民们边看边议论。

这座烟气排放全面执行欧
盟2010标准（注：国际上最严格
的标准）的工厂，已成为我省推
广垃圾焚烧处理的“标杆”项
目。截至6月6日，益阳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已连续安全稳定
运行726天，累计处理城乡生活
垃圾64.07万吨； 发电1.96亿千
瓦时。

项目总投资5亿元

为破解“垃圾围城”之困，
益阳市2011年就着手筹建垃圾
焚烧处理项目。 经反复论证，
最终选择了PPP模式， 于2013
年引入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作为社会资本方，项目总投资5
亿元，占地90亩。

与一般工程项目不同，垃
圾焚烧处理项目需妥善应对
“邻避效应”。 为取得周边群众
支持， 益阳市在项目选址和环
评论证阶段做到“不欠群众
账”；在技术工艺上，益阳市坚
持高标准，要求做到“不欠环保
账”。 光大国际中标益阳项目

后， 进一步提高烟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 由招标文件规定的国
家标准提高到全面执行欧盟
2010标准。

厂区内鸟语花香

6月8日， 记者来到益阳市
垃圾焚烧发电厂， 只见厂区处
处干净整洁、鸟语花香，闻不到
臭味。 不时闯入眼帘的垃圾运
输车才让人意识到这是垃圾焚
烧发电厂。“每天有900吨以上
的生活垃圾， 从益阳市资阳区
等地送来， 电厂已开始满负荷
发电。”相关负责人介绍。

厂区外的电子显示屏，每
半小时更新烟气排放数据，接
受周围群众监督， 并与环保部
门数据联网。 益阳市环保局副
局长马旭亮介绍， 对于公众最
关心的二噁英排放， 只要焚烧
炉温度达到850摄氏度以上、炉
内停留时间超过2秒且辅以有
效末端治理，完全可以达标。

现在， 益阳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不仅已列入“湖南省
环境教育基地”“益阳市科普教
育基地”， 更被国家财政部、发
改委分别列入第三批、 第二批
全国PPP示范项目，2017年获
省环卫行业“特别贡献奖”。

■记者 陈淦璋

过日子就会产生生活垃
圾，若垃圾“处理”能力跑不赢
“产生”的速度，就会面临“垃圾
围城”的窘境。近年来，益阳市
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手段， 大力
推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
在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方面探
索出一条新路子。

以环境治理留住绿水青
山，用绿色发展赢得金山银山，
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必然要求， 是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作为当前垃
圾处理处置的主要方式， 是实
现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双赢的
措施， 是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
有利抓手， 也是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决定性一环。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
源。建设垃圾消纳场，实行无害
化填埋处理，虽然解决了“垃圾
围城”的现实问题，但也占用了
大量土地资源， 造成可再生利
用资源的巨大浪费。

目前， 全省县以上城镇共
有108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场， 设计总库容2.72亿立方米。
由于这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
城市生活垃圾也进入快速增长
期， 全省垃圾处理场剩余库容
已不足60%。升级垃圾处理处置
方式，既是现实所逼，更是大势
所趋。

近两年， 我省在创新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上取得明显进

展，益阳、永州、长沙等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相继建成投
产， 不仅从根本上解除本地垃
圾处理处置上的压力， 而且实
现了环境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三方共赢。应该说，益
阳、长沙等地成功的案例表明，
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建设， 将是
近一段时期解决我省“垃圾围
城”“垃圾围村” 问题的重要途
径，将极大地助推两型社会建设
和经济转型升级，是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重要抓手。

目前， 全省已建成10个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 日处理能力
达到1.2万吨，全省生活垃圾焚烧
占比达到37%；同时，还有5个项
目正在建设。到2020年，全省还将
规划建设33个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全省生活垃圾焚烧总设
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42万吨。
这些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
决我省“垃圾围城”问题。

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最大的瓶颈不是资金，也不
是技术， 而是人们观念上的掣
肘。 放眼全国，“垃圾焚烧厂该
建”， 但“别建在我家后院”的
“邻避效应”， 给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带来阻力。然而，益阳
这些年陆续建成多个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整个过程做到了“零
投诉、零上访”，其成功化解“邻
避效应” 的经验， 值得各地借
鉴、推广。

■湖南日报评论员

首届“健康湖南”
全民运动会开幕
万人同跳广场舞

本报6月10日讯 今日，首
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在岳
阳开幕。活动现场，一曲《厉害
了，我的国》点亮全场，领操员、
运动员代表带领万名群众伴随
音乐共同跳起广场舞。此后，开
幕式上还进行了全民健身公益
活动科学健身长廊、 体质检测
等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由省政府主办，
省体育局承办，以“健康湖南、
全民共享”为主题。据了解，首
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是我
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面
最广的综合性群体体育赛事，
赛事项目坚持以群众性体育项
目为主导，项目强调全民参与，
体现全民意志，共设置竞赛、活
动两大板块内容，分为智力类、
健身类、球类3个大项，诸如足
球、篮球、羽毛球、广场舞、健康
跑、 象棋等深受大众欢迎的26
个小项。

同时， 该运动会将首次在
全省14个市州进行联动推广，
实施省、市（州）、县（市、区）、乡
（镇、街道）“四级联动”。在办赛
模式上融入湖湘传统文化、地
域文化、民俗文化等元素，并结
合体育+互联网、旅游、文化等
形式深挖内涵， 将运动会办出
风格和特色， 办成一个让全民
共享、全民参与的体育新盛会。
此外， 本届全民运动会设计了
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主题活
动， 并鼓励举办综合性或单项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全面塑造、
提升运动会的品质和品牌，真
正打造一届属于人民群众自己
的体育节日。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杨晓栋

烟气排放全面执行欧盟2010标准，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受好评

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处处鸟语花香

把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绿树环绕，干净整洁。

“他最需要帮助，却总在帮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