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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惠芳 赵成新
通讯员 王锐

“幸福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答案。

陶颜贤的回答是：“手术成功就是
最大的幸福。 ”

陶颜贤是湘阴县静河乡湾河卫生
院院长。 他的回答很本色。

11月15日，记者沿着湘江大堤，冒
着大雨与寒风赶到位于洞庭湖区 、湘
江尾闾的湾河卫生院时， 陶颜贤正在
手术台上，给一位患者主刀疝气手术。
时间是上午10时40分。

记者在二楼病房看了看， 住院的
还不少。 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请让
让”，“请让让”，4个人从一楼抬来一床
担架，其中有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口
罩的中年人。

记者猜想，这个中年人是陶颜贤。
果然是他。 陶颜贤说：“手术很顺利，只
花了一个多小时。 ”

患者休息一会儿后， 记者采访了
这位患者。 今年58岁的金国红是樟树
镇樟树村13组村民。 上午进院，就安排

了手术。 记者问金国红感觉怎么样，金
国红说：“还好，就是腹部有点胀。 ”陶
颜贤告诉金国红：“不要紧的。 这是正
常反应。 ”

走出病房， 记者跟陶颜贤聊了起
来。 令记者有些吃惊的是，陶颜贤并不
是湘阴人， 已经退休两年了，9个月前
还在深圳一家社区医院拿着高薪。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62岁的
陶颜贤，曾担任过湘阴县中医院书记、院
长。 退休前，还是湘阴县人民医院有名
的普外科专家。他为何往“低处”走，放弃
高薪岗位来到一家普通的乡镇卫生院？

陶颜贤说他“受了刺激”。 今年2月
份的一天，湘阴县卫生局的领导到深圳
找到他，希望他回来帮一帮。当时，陶颜
贤月工资1.5万元， 还有三四千元一月
的奖金。 看到陶颜贤一时没有接腔，县
卫生局的领导说起 “左宗棠抬棺出征，
收复新疆”的故事。左宗棠就是湘阴人。
“左宗棠60多岁，还远征西域。你在湘阴
工作几十年，才60岁出头，就不想为家
乡做点事？ 这是你的性格吗？ ”

陶颜贤动心了，辞掉工作，回到了
湘阴。

“如果是为了钱，我就真的不回来
了。 ”陶颜贤说：“来到湾河卫生院，我
不仅是当院长搞管理， 更多的时候是
主刀医生，参与一线治疗。 ”

仅仅9个月 ， 湾河卫生院就动了
248例手术，陶颜贤做了大部分。 陶颜
贤在当地是“一把好刀 ”，很多患者就
是冲着他来的。 陶颜贤说：“看到病人
痛苦的样子，我很心疼。 能够治好他们
的病，解除他们的痛苦，作为医生 ，这
是最开心的事。 病人满意，医生开心，
不是钱能够衡量的。 ”

在陶颜贤简陋的办公室， 记者看
到了病人送来的几面锦旗。 湾河卫生
院只有15名医生、护士，却成了当地人
的“温馨的家”。

今年8月份的一天，一名婴儿在这
里“起死回生”。 本乡湾河村8组的一家
农户火急火燎地抱来了一名只有2岁
零7个月的婴儿，叫“蒋耀辉”。 他吃果
冻，不慎导
致窒息，心
跳、呼吸都
停止了。经
验 丰 富 的

陶颜贤，立即喊来两位医生抢救。 一个
倒提双脚，一个人工呼吸，陶颜贤一下
一下地按压心脏……婴儿“啵”地一下
吐出了果冻。 这家农户感激不尽，给卫
生院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感谢
湾河卫生院全体职工”。

陶颜贤谦虚地说他 “发挥余热”。
整个采访过程中， 记者还记得他一句
很有哲理的话 ：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
海，才不会晒干。 ”

记者手记：
一个退了休的医生，为了“第二故

乡”的父老乡亲，放弃高薪待遇 ，愿意
为湖区百姓继续服务。 取舍之间，需要
一种精神。

芸芸众生，幸福观是不尽相同的。
陶颜贤的幸福观代表了千千万万乡镇
卫生院院长的幸福观。 患者的幸福，就
是他的幸福。 人生价值体现其中。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勇
陈建军 李霞）今天上午，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张小军、李德华等56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小军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 剥夺政治权利5
年，并处罚金65万元；被告人李德华犯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罚金65万元；被告人赵紫
艮等27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1年以
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余27名被告人因犯故意
伤害、开设赌场等罪而分别获刑。

该团伙成员多为邵东人。 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
前后，被告人张小军、李德华开始混迹于邵东县两市
镇等地的赌场，并网罗“小弟”，开设赌场、聚众赌博。
不久，李德华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2007年出狱后
他“重操旧业”。 张小军、李德华还伙同何利勇等从事
水泥运输业务的老板成立“联营公司”，采取暴力、威
胁手段强迫司机为“联营公司”运输水泥熟料，打压
竞争对手，从中攫取巨额利益。

“手术成功就是最大的幸福”
———“走进基层卫生院”系列报道之十五

邵东56人特大涉黑案一审宣判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十年变迁看基层

本报记者 陈永刚

乘着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强劲
东风，“2012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
会” 将于11月18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拉开大幕。 本届中部农博会由
国家农业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继续围绕“现代农业与品牌 ，区域
交流与合作”主题，为中部6省地区乃
至海内外现代农业技术及现代农业品
牌搭建国际化的产销平台。 开幕前夕，
本报记者对农博会组委会主任、 副省
长徐明华进行了专访。

徐明华告诉记者， 经过13年的努
力， 中部农博会已经成为推广农业新
技术、促进农产品采购交易、深化中部
农业领域交流、 促进项目对接合作的
重要渠道，先后荣获“中国品牌展会金
鼎奖 ”、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展
会”等称号。 今年，又被国家农业部认
定为四星级农业品牌会展，与长春、重
庆农博会同获区域性展会最高荣誉 。

中部农博会已经成为代表湖南农业形
象、展示中部崛起的一张精美名片。

徐明华指出， 随着农业发展转型
的深入推进，“三农” 工作既面临更加
严峻的形势，又具备更加广阔的前景，
谁先抓住了这一机遇， 谁就能率先积
累发展优势。 历经13年考验的中部农
博会，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创新力和
竞争力，已逐步成为农业领域影响大、
规格高、人气旺的全国性展会，必将为
湖南农业、 中部农业乃至全国农业的
转型发展搭建更大的平台、 提供更大
的空间、激发更多的潜力。

“四化两型 ”战略是省委 、省政府
立足湖南实际提出的促进科学发展 、

加快富民强省步伐的重大战略， 而农
业现代化既是关键与基础， 也是重点
与难点。 当前，我省正处于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关键阶段和黄金时期， 全省上
下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对于现代农业
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十分期
盼。 本届中部农博会云集了业界最知
名的农业企业和品牌， 汇聚了国内外
最先进的农业科研成果， 展示了现代
农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认真办好这一
具有重要影响的农业博览交易盛会 ，
有利于学习、借鉴、普及和推广农业生
产、加工技术等农业最新成果，加快促
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提高现代农业
发展水平，加快我省农业现代化进程。

徐明华介绍，为充分体现大区域、
大交流、大合作的展会理念，本届农博
会组委会邀请了西班牙、阿根廷、澳大
利亚等国家组团参会 ， 除了中部6省
外，北京、天津、云南等10多个省 （市 、
区）都在展会上开设了展区，整个展区
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 参展的国家级、
省级龙头企业由上届的 65家增加到
130家。 特别是本届农博会自办会13年
来首次设立农产品直销区， 开展原生
态农产品对接超市、对接学校活动，通
过直销区，把600余种原生态农产品直
接送到市民手中。 可以预见，本届中部
农博会一定会办成人气更旺、 影响更
大、特色更显、成效更好的盛会。

办好中部农博会 推动农业现代化
———访2012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徐明华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黄
纯芳 通讯员 肖强） 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公安交警支队获悉， 公安
部123号令对机动车驾驶人考试
的项目设置进行了调整 ， 现有
的考场设施设备都将要进行相
应改建 。 为确保考场改建工作
的顺利进行和驾考工作正常开
展 ， 交警部门对驾考计划作出
相应调整。

具体调整为 ： 从 11月 19日
起， 科目一 （理论） 考试将按每
车每月5人进行预约 ； 从11月19
日起科目二桩考按现行计划预约
人数减半约考； 从11月24日起 ，
停止科目二桩考 （不包括技能证
即将到期的学员）。

交警部门提醒广 大 考 生 ，
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控制和
减少进入科目二考试的学员人
数， 避免学员重复训练和考试，
也为已经进入科目二和科目三
考试环节的考生腾出考试空间。
同时 ， 驾考部门已经启动考场
改建工作， 现有的8个分考场正
在按计划分期分批轮换改建 ，
改建完一个 ， 开考一个 ， 改建
后的考场也将提前按照新标准
考试 。 希望广大考生根据自身
的培训和考试进度， 合理安排，
不要盲目报考 ， 扎堆报考 。 各
驾培机构也要及时对培训方式
和培训场地进行调整 ， 以适应
新的考试要求。

长沙驾考计划调整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熊
远帆 通讯员 黄春元）今夜，2012
年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周大幕拉
开。 德国柏林交响乐团率先在长
沙梅溪湖国际服务区中央绿轴广
场登台献艺，奏响世界“好声音”。

省领导和老同志刘夫生 、陈
润儿、许又声、张文雄、黄跃进、肖
雅瑜、盛茂林、刘晓、谭仲池、龚建
明、王晓琴、朱东阳、赵培义、罗海
藩、蔡自兴、姚守拙、徐有恒与乌
干达、芬兰、捷克等14个国家的31
位驻华使节观看了演出。 陈润儿
发表讲话，许又声宣布开幕。

德国柏林交响乐团是一支具
有40年辉煌历史、 享有盛誉的国
际性音乐团体，享有“古典音乐皇
冠上的珍珠”之称。此次是该乐团
首次来长演出， 也是该乐队首次
进行户外表演，由马丁·潘德烈夫
担任指挥。 今晚他们不仅演奏了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比才
的《卡门》前奏曲等世界名曲，也

表演了中国的《茉莉花》、《北京喜
讯传边寨》等曲目，中西结合，令
长沙听众大饱耳福。

据悉， 艺术周持续至22日结
束，期间包括4场大型文艺活动、6
场国际文艺展演。其中，既有湖湘
本土文化的优秀作品， 又有传统
的中国艺术表演， 更有世界民族
文化的杰出代表。 演出场次达10
场，演出节目75个。除今天的演出
外， 享誉世界的西班牙拉夫拉前
卫剧团是首次到中国进行高空机
械专场演出； 代表中国最高民乐
水平的中央民族乐团也将举行专
场音乐会；22日晚的闭幕式音乐
会，美国SYOTOS乐队、美国卡纳
维尔舞蹈团等世界一流乐队也将
进行演出。 整个艺术周参演的中
外文艺团体28个。 参演的中外艺
术家和演职人员达1000余人 ，有
美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韩国
等22个国家一流的文艺团体和艺
术家参加演出。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周
大幕拉开

11月16日晚， 王克勤在和志愿者讨论微公益。 当日， 大爱清尘基金发起人王克勤来到长沙， 举办
“微公益与公民的社会责任” 演讲， 呼吁社会公民奉献爱心， 践行微公益。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唐
爱平）今天，华菱钢铁与湖南省高
速公路管理局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根据协议 , 双方将在钢材物
资采购、新产品研发、新技术推广
应用、质量管理、装置维护、生产
和需求、 电子商务及仓储和物流
配送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战略
合作。

华菱与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一
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 自
1993年湖南第一条高速公路长永
高速开建以来， 华菱便与湖南高
速一路同行， 优先保证高速公路
建设用钢材。 近20年华菱涟钢为
湖南高速公路累计供应带肋钢筋
400万吨以上， 仅最近3年供应量
就在150万吨以上。战略合作协议
的签订， 表明双方已从单纯的产
品供需关系上升到战略合作伙
伴，在全球化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最大限度地获得供应链竞争优

势，共同规避市场风险，分享市场
利益。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负责全省
高速公路的建、管、养工作，目前
管理的已开通高速公路达23条 。
华菱能够生产高速公路建设所需
品种齐全的建筑用材。华菱湘钢、
华菱涟钢都一直为高速公路建设
提供材料， 包括光圆钢筋和热轧
带肋钢筋等产品。

华菱钢铁董事长曹慧泉表
示， 华菱将快速响应并满足客户
所需的个性化需求， 优先保障省
高管局的资源采购量， 完善供应
链体系； 完善加工配送服务， 帮
助客户实现精益生产 、 精益施
工。

根据此次合作协议， 双方还
将加大高速公路护栏板等产品的
研发和合作，建立风险共担、成果
共享的国产化合作机制， 共同提
升双方的市场竞争能力。

华菱钢铁与省高管局战略合作
最大限度获得供应链竞争优势

11月19日起科目二桩考按现行计划预约人数减
半约考； 11月24日起， 停止科目二桩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