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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鸿丽 鲁融冰

刘蓉 卓萌 通讯员 徐虹雨 杨奇帅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神舟十五号

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费俊龙、

邓清明、张陆 3 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距离酒泉 2000 多公里的汉寿县 ，

是航天员张陆的家乡。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船升空的瞬间，张陆的母亲陆金梅平

静而坚定地说：“儿子，妈妈等着你平安

回家！加油！”

“小时候的快乐很简单，常常数着

星星望着天，梦见自己插上翅膀，飞向

了梦中的家园。如今我真的飞上了天，

星空不再那么遥远。让青春和天河作

伴，最美的舞台，就在天地之间……”张

陆带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天地间最美的

舞台》，飞向太空。他将在航天强国的中

国梦中，深深刻下自己的太空足迹。

蓝天，是他青春放歌的
全新舞台

“这么多年的付出，如今终于要圆

飞天梦，我们真心为他骄傲。”11 月 28

日，得知张陆入选“神十五”乘组，即将

飞奔苍穹，张陆的父亲张良启难掩激

动，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今年 46 岁的张陆出生在汉寿县一

个普通农家。儿时的他，最爱折纸飞机。

“哈一口气，用力一甩，然后追着纸飞机

跑呀跑，高兴得不得了。”陆金梅回忆着

儿子的童年点滴。

张陆的父母老实本分，勤劳务实，

每天早出晚归忙农活，给儿子最多的叮

嘱，就是要刻苦读书。上小学四年级时，

张陆被母亲问起“长大后想干什么”，他

的答案让陆金梅印象深刻。

“他说他想‘上天’。我当时感到很

震惊，以为他是在故意怄我。”陆金梅告

诉记者，按照当地方言的理解，“上天”

带有狂妄的意思。权当是孩子的戏言，

她没再多问。

张陆热爱唱歌，嗓音出众，初中时

考上常德艺术学校。由于母亲反对，他

没去，而是走进汉寿县第一中学念高

中，入选声乐特长班。

在校期间，他出黑板报，组织文艺

活动。以他为主编排、演绎的歌舞《龙舟

情》，曾被送到常德市参赛。文艺舞台上

的张陆，自信又大方。

1995 年，在他全力备战艺考时，校

园里贴出了飞行员招生简章。

“他是第一个报名的学生。”张陆高

三时的班主任易化祥回忆，一次班会

上，学生上台谈理想，张陆说想当飞行

员，大家都感到惊奇。

父母十分支持他的想法。

报考飞行员后，张陆一边发奋学习

文化知识，一边苦练体能。“自行车也不

骑了，改为跑步上学，五六公里路，风雨

无阻，放学回家后继续锻炼。”易化祥

说。

招飞的考官问张陆：“为什么放弃

当歌手的梦想，报考飞行员？”

“如果我选择当一名歌手，永远不

可能有机会驾驶飞机飞翔祖国的蓝天；

但是如果我选择当一名飞行员，我会在

蓝天上骄傲地歌唱！”张陆不假思索地

回答。

经过严格选拔，张陆考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他苦练本

领，1998 年 9 月，在 30 多名学员中首批

获得单飞资格。

蓝 天 ，就 是 他 青 春 放 歌 的 全 新 舞

台。一路走来，飞行的高度从不足 2000

米，到 5000 米、7000 米、12000 米……他

将青春的歌声唱到越来越高的云端！

面对艰辛与磨砺，他始终
仰望星空，向九天高歌

“儿时，觉得能够飞，就是最大的梦

想；当真正成为一名飞行员，我又希望

能够飞得更高更远。”张陆曾对家人说。

2003 年，航天员杨利伟执行我国首

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在张陆心中撒下

“航天梦”的种子。那时，他新婚不久，妻

子程亮鼓励他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009 年 ，国 家 选 拔 第 二 批 航 天

员，时任某团空战射击主任的张陆毫

不 犹 豫 报 了 名 。次 年 5 月 ，他 和 其 他 6

名 战 友 如 愿 进 入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航

天员大队。

精通高数、工程学，会观天象、熟知

地理，掌握医学知识等，是一名航天员

必备的素质。张陆重回教室，学习大量

的基础理论课程。

丰 厚 的 知 识 积 累 、大 量 的 极 限 训

练 、严 苛 的 比 拼 选 拔 …… 在 追 梦 的 路

上，张陆从未停歇。

身穿 120 公斤的水下训练服，张陆

在深水里一练就是 6 个多小时；转椅训

练，他不仅要对抗极度眩晕带来的不

适，还必须保持清醒完成指令。最难受

的是高速旋转离心机超重耐力训练，感

觉肌肉如流沙，五脏六腑似被移位，呼

吸异常困难。

面对艰辛与磨砺，张陆始终仰望星

空，向九天高歌。放弃歌手梦的他，曾在

4 年前的日志《工作与梦想》中真情流

露：“航天员的生活更加紧张、辛苦，但

我依然每天歌唱。”

2019 年 底 ，他 入 选 神 舟 十 五 号 乘

组，开始针对性强化训练，奔向他心中

那个“天地间最美的舞台”。

在神舟十五号乘组航天员与记者

见面会上，张陆答记者问铿锵有力：“正

是因为祖国的强大，我们才能‘心有凌

云志，手可摘星辰’。”

洞庭儿郎漫步苍穹，是小家
与大家的接力

一边是国家的航天事业，一边是自

己的小家。国与家，都装在张陆的心里。

张陆的妻子程亮说：“在北京航天

城，我们家离训练基地不到 1 公里，近

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他只有周末回家

一天，到了执行任务、强化训练时期，几

个月都不能回家。但我理解他，支持他

的梦想。”

成为航天员的 12 年里，张陆只回

汉寿老家两次。为了让他放下包袱，母

亲陆金梅时常叮嘱：“只要对国家对人

民有利的，你就大胆去做，是国家培养

了你。”

说起儿子，陆金梅眼里充满爱：“他

结婚前，我右胳膊骨折，他请了探亲假

照顾我 20 天，给我做饭、洗脸、梳头，耐

心耐烦。入选航天员后，训练时间紧，任

务重，我不想打扰他，两次摔伤，都没告

诉他。”

2020 年，老两口搬新家，张良启和

陆金梅在二楼给张陆留了一个房间，书

架上摆放着地球仪、天宫 1 号模型和儿

子一家的照片，墙上挂着张陆的书法作

品《仰望星空》。“搬家事多，怕他分心，

我们没跟他说。搬完后，才和他视频，把

房子的里里外外给他看了个遍。”陆金

梅说。

今 年 上 半 年 ，张 陆 想 接 父 母 去 北

京，陆金梅怕耽误他训练，婉言拒绝。

“儿是娘的心头肉，说不想是假的。想，

也得忍着！以前一想儿子，我就翻家里

的 3 本相册。这几年，我就看手机里的

照片、视频。”说到动情处，陆金梅红了

眼眶：“在我看来，家里的事再大都是小

事，国家的事才是大事。”

几个要好的同学看出张陆对父母

的牵挂，对他说：“别担心，你为国争光，

我们会替你照顾好父母。”老同学张敏

等人周末常去陪伴他的父母，帮着打扫

卫生；水电出了问题，及时维修；今年夏

天温度高，院子里的花草枯萎了，他们

重新栽种。

在张陆家里，唯一一张全家福还是

18 年前拍摄的，如今家里早添了新丁。

“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明年儿子回家，

一家人再照张全家福。”父亲张良启满

是期待。

湖南日报 11 月 29 日讯（全媒体

记者 彭雅惠）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绿

色低碳生产、生活，我省将着力加强生

态环境志愿服务工作。今天，省生态环

境厅发布《关于加强湖南省“绿色卫

士”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到 2023 年，省市县三级分别

组建 1 至 2 支“绿色卫士”志愿服务队

伍，每支队伍不少于 10 人。

据规划，我省主要通过加强“绿色

卫士”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和

管理，促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制度化、

规范化、常态化，加快形成人人参与、

共建共享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格

局。为此，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与宣

传部、文明办、教育、共青团、妇联等单

位建立联合办公室，组织招募“绿色卫

士”志愿者、组建志愿服务队。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加大对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工

作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根据志愿服

务工作需要，为“绿色卫士”志愿者购

买必要的人身意外保险，提供交通、

就餐等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对优秀

的“绿色卫士”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

目，以“小额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

给予支持。对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绿

色卫士”志愿者、志愿服务队伍，各级

各有关部门还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表彰奖励。

省市县三级组建“绿色卫士”
志愿服务队

政府出资为志愿者购买必要的人身意外
保险，提供交通、就餐等基本保障

湖南日报 11 月 29 日讯（全媒体

记者 刘奕楠 通讯员 李玲勇）推进政

银信息资源有效共享利用，探索公积金

业务与金融业务融合发展。11 月 29 日，

省农信联社与省直公积金中心举行信

息资源共享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保

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相互提供包括银

行卡校验、贷款信息查询交换、公积金

缴存提取信息查询等多个服务接口，实

现双方数据共享、精准高效服务，提升

客户满意度和获得感。

湖南农信系统是全省规模最大、客

户最多、服务最广、税收贡献最大的金

融机构。双方数据共享后，将把湖南农

信系统的资金、渠道优势与省直公积金

中心的客户群、服务理念相结合，充分

发挥信息资源共享对业务发展的促进

作用，提供手续更简、服务更优、体验更

佳的综合服务。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永军表示，此次合作既是互惠双赢的

好事，更是利民惠民的实事，要坚持以

服务客户为中心，不断拓宽线上业务合

作范围，通过数据共享、安全共建、管理

互通、服务互促，共同提高服务质量和

管理效益。

省农信联社与省直公积金中心签订协议

推进信息资源有效共享利用

湖南日报11月 29日讯（全媒体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罗达意）28 日上午，我省

Ⅲ级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

娄底市举行，国家药监局通过视频进行

了指导。

此次演练采取场景预拍和现场舞台

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模拟娄底两所医院因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引发医疗器械群

体性突发事件，监管部门经过紧急处置和

调查处理，迅速控制所有可疑不合格医疗

器械，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经过积

极救治，患者康复。整个过程中，应急演练

了事件发生与报告、事件调查、应急响应、

舆情处置、新闻发布、后期处置等 10 个科

目，情景设置真实，处置规范清晰，演练重

点突出，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

能力的预期效果，为我省及时妥善处置苗

头性倾向性质量安全风险、完善药品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推进药品管理体系及能力

现代化提供了模板。

下一步，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

以此次应急演练为抓手，着力提升突发

事件处置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忧患

意识和责任意识，全力以赴守住监管防

线、提升质量标线、筑牢安全底线，努力

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

我省开展医疗器械
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湖南日报11月 29日讯（全媒体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王曲波 梁增辉）25 日，

省药监局在长沙市无害化处理中心开展

2022 年“安全用药月”不合格药品无害化

集中销毁行动，集中销毁 20 余吨不合格

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共计 3000

多个品规，货值 5000 余万元。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落

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扎实开展药

品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查处重点领域、重点

环节、重点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了违

法线索通报、违法案件查处、违法产品控

制、违法行为严惩“四个到位”。截至 10 月

30日，全省立案查办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违法案件 6414件，办结 6072件，移送涉

刑案件135件，捣毁制假售假窝点23个，罚

没金额 1.78 亿元。其中，省药监局直接查

办案件 80 余件，集中交办案件线索 50 余

条，指导市州查办重大案件42件。

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呼吁，社会各

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有力监督药品监

管工作，并增强自我维权意识，积极举报

药品安全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踊跃拨打

投诉举报电话“12315”。

20余吨不合格药品被集中销毁

湖南日报 11 月 29 日讯（全媒体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吴勇兵 龚素禾）

11 月 28 日晚，在张家界元宇宙亦真亦

幻的虚拟空间里，“张家界星球”中首

个虚拟山峰乾坤柱命名权成功竞拍，

郴州汝城县红色沙洲村农产品有限公

司以 79888 元获得首次命名权。

“张家界星球”是运用XR融合互动

技术沉浸式体验张家界元宇宙万千奇峰

景区的平台。乾坤柱是电影《阿凡达》“悬

浮山”的原型，有着天然的元宇宙虚拟基

因。竞拍成功者可获得乾坤柱 10天时间

的虚拟命名权，还可在“张家界星球”对

其进行10字以内的个性化命名或文字广

告植入。随着“张家界星球”内容的不断

完善，竞拍成功者还可拥有诸如贴图广

告、3D 数字创意等升级版的权益，并拥

有“张家界星球”特别护照。

去年 11 月，张家界成立全球首家

元宇宙研究中心，融合武陵源的优质

旅游资源，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数款数

字藏品、张家界虚拟数字代言人等众

多元宇宙产品，并通过数字孪生技术

将武陵源三千奇峰“复刻”到虚拟的网

络空间，还原大自然亿万年的鬼斧神

工，公众足不出户便可在“星球”上尽情

飞“阅”武陵源的无限“峰”光。这一创新

之举在全国旅游景区引起较强反响。

“收获‘张家界星球’乾坤柱的首

次命名权，欣喜之中更感到这是用超

前思维发展沙洲村的大好机遇。”红色

沙洲村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汪栋

说：“我们要学习借鉴张家界元宇宙的

运行模式，探索建立属于沙洲村自己

的元宇宙，通过元宇宙平台提前展示

2035 年沙洲村的美好前景。”

张家界元宇宙竞拍虚拟山峰命名权
红色沙洲村农产品有限公司以79888元获得

湖南日报 11 月 29 日讯（全媒体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阳仑 刘炀 张琪汶）

今天，记者从 2022 年湖南电力专业技

术论坛获悉，2021 年至 2022 年湖南优

秀电力科技成果目录发布。我省电力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为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

供了关键支撑。

由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分公司研

发的全地域无人机智能巡检作业平

台，解决了无人机在无（弱）信号区自

主巡检飞行、数据处理以及数据回传

困难等问题，实现“无人机+AI 识别”

巡检作业，效率提升 3 至 6 倍。

高海拔风口，风机叶片冬季极易

产生覆冰现象，造成大面积停机脱网

隐患。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研

制风机叶片气热综合除冰系统，启动

45 分钟便可消除覆冰，使风机正常发

电。目前在郴州三十六湾风电场覆冰

最严重的 24 号机组开展叶片气热除

冰改造试点，已经历 5 轮寒潮，机组累

计增发电 5 万千瓦时，经济效益明显。

国网湖南电科院移动式保供电装

备、威胜电气有限公司储能系统、国网湖

南超高压变电公司电缆沟智能巡检内窥

镜等“明星”产品，在论坛现场展示。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安作

“电能变换技术和装备挑战与创新”主

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能源生产清洁

化、能源消费电气化、能源利用高效化

等建言献策。

科技创新成果支撑电力发展
2021年至2022年湖南优秀电力科技成果目录发布

奔向“天地间最美的舞台”
——汉寿籍航天员张陆“飞天”炼成记

11 月 28日上午，汉寿县张陆家中，家人亲友们得知张陆入选神舟十五号乘

组后，激动不已。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鲁融冰 摄

湖南开启“速冻”模式
11月 29日，气温骤降，长沙街头不少市民身着厚厚的冬装出行。11月 28日晚

至 12月 1日，全省自北向南迎来强寒潮天气过程。此次强寒潮大风天气降温幅度

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全省多地将出现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气温。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11月 29日讯（全媒体记者

彭雅惠）今天，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大气污染防治常态化夜查行动已在

全省展开。

当前，我省正处于大气污染防治特

护期，空气质量改善形势较严峻。为实现

对企业无缝隙监管，确保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

局组建监督帮扶组进行夜间巡查、夜间

检查，打击各类夜间环保违法违规行为。

开展夜查行动，旨在通过突击检查营

造全天候、全行业、全地域严格管理的浓

厚氛围，保持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的高

压态势，同时进一步帮助企业发现问题，

确保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对长沙市内加

油站进行夜查时，监督帮扶组发现部分加

油站夜间未开启油气回收系统，加剧空气

污染，现场责令相关负责人整改。

省生态环境厅表示，大气污染防治

常态化夜查行动将持续开展，执法人员

对拒不整改的违法行为“零容忍”，情节

严重者将依法立案查处。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
常态化夜查行动启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王茜霆 刘洁

初冬，寒风阵阵，武冈市双牌镇双

牌社区生产热火朝天。

11 月 29 日，省监狱管理局驻双牌

社区第一书记杨劲丰忙着和社区干群

挑选养牛项目建设用地，他们爬上天

龙片区杨家栗山：“来年把养牛场建在

这里，大家扎扎实实干一场，定有好收

入。”杨劲丰信心十足地说。

省监狱管理局乡村振兴工作队去

年 5 月入驻双牌社区以来，带领村民

齐心协力发展产业。如今的双牌社区

乡村美、人心齐、经济旺，美丽乡村画

卷正徐徐展开。

法治力量带来和谐发展

早晨，优美的歌声在双牌社区稠湾

法治广场响起，20多名身穿红装的居民

跳起广场舞。“我们这些老姐妹每天早

上都到广场上跳一跳，生活很幸福。”居

民王美秀扭动腰肢，乐呵呵地说。

社区党支部书记夏振武介绍，稠

湾法治广场是省监狱管理局乡村振兴

工作队争取资金建设的，广场设有法

治文化长廊、宣传文化墙、四角亭。“这

里既是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让村

民在潜移默化中学法、懂法、守法，提

升文明素养。”夏振武说。

工作队和社区“两委”还在社区新

建 1 栋多功能用房，设立法治大讲堂、

党员之家，建立调解室、治安室、图书

室、档案室等，用于加强党员教育管

理，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带领

群众干事创业的能力。该房还可用于

对居民开展法律、科技、文化教育，提

高全体居民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在 工 作 队 和 社 区“ 两 委 ”的 带 领

下，居民生活和谐幸福，今年社区矛盾

纠纷零发生，人居环境整治、美丽院落

建设等顺利推进。今年，工作队还争取

资金为社区修缮 2 公里灌溉干渠，拉

通社区 2.3 公里通组通院公路 。购置

522 盏太阳能路灯，对社区主干道、主

要院落全覆盖安装。

产业兴旺带富一方

“走，种萝卜去！”11 月 29 日，社区

弘武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居民

下地播种萝卜。翻耕、播种、施肥、浇

水……忙得不亦乐乎。“原本冬季无事

可做，驻村工作队带领我们种植萝卜

还包销售，每亩能增收 4000 元呢。”居

民夏既和说。

过去，双牌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微薄。

省监狱管理局乡村振兴工作队入驻后，带

领居民多渠道、多元化发展产业，壮大社

区集体经济收入。社区集体经济从 2020

年的5.7万元增加到目前的50余万元。

工作队以消费帮扶、接洽劳务派

遣的方式拓宽增收渠道。去年冬天，发

动有能力的居民成立合作社，流转 80

亩社区集体土地种植萝卜，今年 1 月

产出的 200 吨萝卜全部包销，为社区

集体经济直接增收 42.62 万元。同时，

组织成立村级建筑劳务公司，分包社

区项目建设、劳务派遣，今年已为社区

集体经济增收 10 余万元。

工作队还请来专家规划乡村振兴

项目，计划发展温室养鸡、养牛、油茶种

植 3 个产业。目前，种植的 80 亩油茶已

完成除草、施肥、补苗，3年内就能挂果。

投资新建的 3个养鸡大棚已投产，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营。养牛项

目报建和审批手续正在积极办理。

“我们还将再建一个 200 亩的油

茶基地。”杨劲丰介绍，社区 3 大产业

预计在 3 年内可全部投产，届时社区

集体经济年收入有望突破 100 万元。

奏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武冈市双牌镇双牌社区乡村振兴工作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