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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城市，城乡生活互融。”这是现
代化大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基本理念。为此，
岳阳大城市建设，一方面是要做好中心大城
区（内外三区）的产业、交通、商圈、文旅等规
划和实施等工作，形成综合要素互动效能，产
生向外辐射力强大的“波扩效应”；另一方面
是要做好外围大拱托区（即拓展区）的产业、
交通、供给、文旅等规划和实施等工作，形成
向内吸引力强大的“回波效应”。这样，才能
形成现代大城市创新型“杜能圈”的地缘综合
效应。

对于前者，曾在《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万
众一心建设大城市》一文中作了阐述；对于后
者，根据生态优先、保护性发展与建设的原
则，现在谈谈宏观性的看法。

总的来看，岳阳森林资源非常丰富，水利

资源极其丰裕，区位优势必十分明显。这是
其他内陆城市无可比拟的，显然，岳阳大城市
建设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如何充分发挥这个
绝对比较优势，激发岳阳大城市建设的撬动
效应和拱托效应？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大思
路布局，大手笔规划，大举措实施，切实做好
这个永久造福岳阳人民子孙后代的大事业。

第一，建设森林走廊大公园。即建设从
岳阳市南端往东至江西边境，向北拐抵湖北
边境的森林走廊超级大公园。其中，建设两
条通道：一条是外走廊通道。修建一流的公
路，从湘阴县以南向东，穿过汨罗市境，至平
江县东向北拐，穿过汨罗市境，岳阳县境，直
抵临湘市东北的湖北边境；另一条是内走廊
通道。修建高等级公路，从岳阳县南往东，经
平江县境，北拐至临湘市境至湖北边境。“两

路”并行，互相呼应，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
药材经济、康养经济、生态旅游、氧碳交易等
产业，撬动森林走廊大公园的大效益。

第二，建设江湖水域大片区。即建设从
岳阳市的湘阴县南起，向北经屈原管理区西、
汨罗市西、岳阳县西、岳阳楼区西、君山区东
入长江，经云溪区、临湘市至湖北界段的江湖
水域超级大片区。将“一湖两江”（洞庭湖、湘
江、长江）串联起来，互动发展，使江湖流域静
态大水面，变成经济文化异常活跃的动态大
片区。这不仅经济效益巨大，而且声誉影响
极好。前者，主要是发展水上快速物流、观光
旅游、娱乐健身、竞技体育、特色文化。特别
是发展与益阳沿江市、南县等地东西短线交
通，吸引常德、张家界等地各种人文资源，大
有其益。后者，主要是通过国际观鸟节、全球

湿地保护日，参观洞庭湖博物馆等活动，将岳
阳独特的生态美境推向全球。并且，建设沿湘
江环洞庭湖东拐北的森林长廊，优化江湖水域
生态环境，撬动岳阳水域大片区的大效益。

第三，建设长岳水陆大公路。岳阳南北
交通的公路和铁路，几乎全都聚集在中心市
区以东的丘陵和山区。这对于岳阳来说，已
经足够。然而最大的问题是，从长沙至岳阳，
沿湘江洞庭湖至长江，至今还没有一条直接
连通的公路。因此，长期以来，江湖沿水沿岸
的水陆资源，绝大部分长期被闲置和浪费，使
得岳阳这个最大水域资源的绝对优势几近丧
失。这是非常可惜也是极不应该的。现在，
沿岸各段、各地都有自建道路，只要加固联
通，修建磊石山跨汨罗江一座大桥，问题就能
解决。因此，我们应努力争取国家和省政府

支持，举全市之力，迅速修好这条岳阳发展南
进的永好之路，全面拉动岳阳水陆资源产业
化，撬动江湖沿岸岳阳大公路的大效益。

岳阳东南为山，西北为水，构成了天造地
设、山水合抱的之势。这无论从西方地理环
境学上看，还是从我国地缘风水学上看，都是
独一无二的自然绝佳美境。现在，“十四五”
规划在即，我们应当抢抓机遇，努力争取国家
和省政府支持，举全市场之力，建设森林走廊
两条能通道，建成江湖水域大片区水上快速交
通体系、长岳江湖沿岸公路，将为岳阳大城市
建设，起到以中心城区为支点、以外围城区和
拓展城为杠杆，形成无与伦比的撬动效应和拱
托效应，从而使岳阳成为内陆城市之林中的

“高地城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江湖名城”。
（作者供职于岳阳绿色洞庭生态研究院）

岳阳大城市建设的撬动和拱托效应
钟光荣

最近，随着湖北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好转、
武汉方舱医院陆续休舱，全国各地援鄂援汉
医疗队陆续返程。致敬横幅、“过水门”、铁骑
护送。英雄凯旋，受到湖北民众夹道送别英
雄、感谢英雄，各地家乡人民纷纷以最高礼遇
迎接英雄回家，成为世人崇敬的抗“疫”英雄，
令人感动不已。

据《岳阳日报》报道，3 月 22 日 16 时 04
分，第一批湖南省对口支援黄冈 617 名医疗
队员乘着武汉至家乡的“凯旋号”专列抵达
长沙，来自湖南省血防所湘岳医院的“五朵
金花”，与前来迎接她们的领导同事和家人
隔空相拥。据悉，医疗队员返回长沙后，将
进行14天集中休养，休养结束后返回原工作
岗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前，全国

共有 300 多支医疗队、4 万多名医护人员抵
达湖北，与当地医护人员并肩作战。正是因
为这些医护人员星夜驰援、勇敢逆行、日夜
拼搏，中国才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这个时代最可爱
的人。各地民众用最高礼遇欢送、迎接英
雄，彰显了全社会崇敬英雄的浓厚氛围。广
大医护人员是战“疫”的中坚力量，他们夜以
继日，连续作战，与病魔斗争，用无私奉献甚
至生命筑起防疫的钢铁长城。他们是当之
无愧的抗“疫”功臣，是中华民族新时代闪亮
的英雄坐标。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社会崇尚英
雄才会造就更多英雄，人人争做英雄才能英
雄辈出。英雄是引领国家精神的灯塔，一个
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

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情结是中华民族情
感中挥之不去的印记，可以说中华民族五千
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洋溢着英雄精神的奋
斗史和奉献史。不同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具体
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这些英雄精神浓缩
了一个时代的正向价值追求和历史记忆，成
为超越时代的精神坐标、时代信仰，是鼓舞我
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英雄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鲜活的、具体
的。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就
是将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今天，中国正在
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英雄精神的传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
得更加珍贵和重要。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
英雄，更需要英雄精神。

抗“疫”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李细田

“你们救了我们，你们是我们的亲人啊！”
“感谢你们，感谢救命恩人！”……

胜利后的武汉城沸腾了！胜利后的湖北
鄂州、黄冈等重灾区的城市也沸腾了！

全中国都兴奋在打赢了抗疫人民战争的
无比喜悦之中。

3 月 20 日，贵州对口援助鄂州的医疗队
首批医护人员返程去机场途中，街道两旁男
女老少自觉排成长队，情不自禁地挥手送
别。感谢的哭泣声、呼喊声，与锣鼓声、歌声
连成一片。

一位老人手握国旗，跪地向眼前经过的
医护人员不停地作揖。据视频报道介绍，这
位长时间跪拜的老人，一家11口人全部感染
了新冠病毒肺炎，且有 3 名重症患者。是贵
州白衣天使的精心救治，让他们康复出院，转
危为安。这位跪拜的老人身后，又有几个人
跟着跪拜。他们只是湖北人民向援鄂医护人

员跪拜谢恩的典型，是数以万计被抢救而获
得第二次生命的人一种情感的缩影。

车上的白衣天使，望着路旁的情景，个个
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中年女医生，用纸
巾擦着眼泪边哭边说：“这里的人们太可爱
了。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我们真的
没有白来！”

不停地跪拜，与“我们没有白来”，这是患
者治愈后与医护人员最完美的告别！最圣洁
最伟大的情感互动！这一情景，我一生中也
只是在中国的抗洪救灾和抗震救灾的战场上
见过！

谁都知道，人的尊严是无价的，人是不可
以轻易向人低头的，何况这还是不停地跪
拜！跪拜者，把人性和灵魂完全暴露于身体
的表面，用肢体语言诉说衷肠。

跪拜，是最神圣最崇高的礼仪，往往只有
自己的父母等致亲长辈才能享受。对于其他

人，到了止不住要五体投地、下跪作揖的地
步，那必是极其罕见的举动，一定具有非凡的
意义。

躺在抢救室、重症病房，进行特殊治疗和
特级监护，从鬼门关被夺回生命的人，最知道

“爹亲娘亲不如医生护士亲，不如党和政府
亲”的深刻含义。要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好，党和政府及时派来医疗队支援，不惜一切
代价抢救，哪还会有奄奄一息之人下跪作揖
的机会？！也许，这就是那位老人为什么要手
握国旗，给医护人员下跪作揖的理由。

我之所以认为这种跪拜，是世界上最圣
洁最伟大的情感表现，是因为这种跪拜的情
感价值，已经等同于人的生命。它所表白的
纯真情感，胜过世上无价的宝石。它是对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最完
美的诠释。这种跪拜，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抗“疫”胜利的真实写照。

圣洁而伟大的跪拜！
胡佑爱

2020年是个特殊年份，防控新冠肺炎、决
战脱贫攻坚，是两场只能赢不能输的硬仗。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脱贫攻坚进入
发起最后“冲锋”、攻克最后“堡垒”的关键时
期，部署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对照中央要
求和群众期待，找问题、补短板，开展“回头
看”，这既是一种责任，更是检验作风担当的
一把标尺。

扶贫、脱贫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
重要战略部署。现在除少数地方，大部分地
区都已脱贫，而且通过层层验收。但脱贫攻
坚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还需要一个艰
辛而漫长的过程，仍需保持如履薄冰之谨慎，
保持泰山压顶我自岿然不动的心境。

回过头来看，有些单位或个人，看到自己

对接的帮扶对象已经脱贫了，而且通过层层
验收了，思想上开始麻痹，心态上开始松劲；
有的驻村工作队，在村里呆的时间长了，心里
产生厌战情绪和侥幸心理，工作缺乏激情，主
动作为意识退缩等等，这都是脱贫攻坚中的
大忌！

出现这个现象，就值得警惕，我们应该举
一反三、引以为戒。加之今年疫情带来的影
响，我们更要正视工作上的不足。脱贫攻坚
本身就是一项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不但工
作要沉下去，而且要做到思想不乱、精力不
散、工作不断。坚持干字当头，持续用力，通
过不断地“回头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
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落细，才能确保贫困
人口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

“两只眼睛看世界，十个指头弹钢琴。”要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行稳才能
致远。是真脱贫还是假脱贫，要通过不间断
的回头跟踪，时不时地杀个“回马枪”，敲响警
钟，这个很有必要。在回头看的过程中，我们
一定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使命，找准
问题的“靶心”、盯住重点难点、拿出有效举
措、以认真、再认真的态度，细致、再细致的举
措，逐项对账销号。同时，在回头看的过程中，
一定要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做到部门配
合、群众参与、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脱贫攻坚工作不走退路；才能保证真脱贫、脱
真贫，真正让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只有这样，群众才会信服，帮扶对象才会
认账，我们的脱贫攻坚工作才能获得全胜。

做好“回头看”才能获全胜
彭世民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这首古诗描写了宋代人过春节的场
面。意思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
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
的桃符。在抗“疫”的当下，虽然没有诗
人笔下那种浪漫，但是我们的生活在“云
端”，开启了“云”模式。

这是一个“特殊课堂”，在村委会“云
上课”，教室是用村委会会议室改的，10
位同学从初一到高三的都有，甚至还有
个大学生；学生们上的是“特殊一课”，大
家坐在崭新的电脑面前“云上课”，各自
戴着耳机，边看边听讲解。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云春游”。春
意浓浓的三月，山湖浸润了清新空气，桃
红柳绿，草长莺飞。聪明的网友以沉浸式
视角展示岳阳春景：麻塘的油菜花，西塘
的桃花，荣家湾的樱花，让你“云”游岳阳，
过了一把“花”瘾，似乎闻到了淡淡花香。

突如其来的病毒暴发，打乱了人们

生活节奏。好长一段时间，企业延迟复
工，学校延迟开课。禁足在家的孩子们
学习怎么办？即使是大人宅家的时间一
长，闷了、烦了，想出去触摸外面的世界，
看看灿烂春光，又怕染上病毒怎么办？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
多。”如前所述这个村小学，“停课不停
学”上网课，用小课堂守护着孩子们的大
梦想。一场“云春游”同样可以足不出
户，让一片花海呈眼底，欣赏春日融融好
风景。这些都是战时状态的非常之举，
当然还有“云销售”“云看展”“云阅读”

“云健身”……一时间，仿佛万物皆可
“云”上飘。

“云上课”也好，“云春游”也罢，这些
都是数字经济的表现，将数据转移到

“云”上，具有流行、有效、灵活、用户友好
等特征。不仅是解一时之急，更是一个
高科技发展的新态势，让人们开启消费
的新生活。

让“云”飞起来
秋 江

●陈敏购买了岳阳滨水·翡丽城19栋503

房屋，不慎遗失湖南滨水置业有限公司开的收

据和发票，收据编号0572610，金额212237元；

编 号 1567238，金 额 97763 元 ；发 票 号 ：

243001400136，金额87763元，特声明作废。

●湖南丽达动力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章不

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遗

失《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手工

票）》壹本，票号：08052251-08052275，声明作

废。

●母亲胡青秀不慎遗失小孩刘铭妤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O430067817，特声明作废。

●艾慧芳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30602600401540，特声明作废。

●岳阳顺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银

行 预 留 印 鉴 的 公 章 不 慎 遗 失 ，编 号 ：

4306000043712，现启用新公章，特声明原公章

作废。

●岳阳市云溪区双花水库管理所公章不

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汤迪新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证件号码：临

国用（99）字第549-008号，坐落在临湘市西正

街，申请注销并补办土地登记手续，在本公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如无人对该宗土地权属提出异

议，我局将为其补办登记手续，同时原证予以注

销。特此公告。

临湘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4月1日

注销和补办土地登记手续公告

黄忆，女，于2016年10月27日晚上在广东

省深圳市龙岗区南联龙圆路 74 号-3 铺面捡

拾，女婴头带红色帽子、身穿二件兰色花婴儿

服，用一个围裙包裹着，里面附有该女婴的出

生证明，父亲黄常成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母

亲唐转燕贵州省湄潭县复兴镇。现寻找该女

婴父母及其他亲人，有知情者请联系湖南省平

江县加义派出所，联系电话：0730-6611095

寻亲公告

在新冠战“疫”中，社区工作者是基层疫
情防控的坚强防线，是正面宣传的引导者。
他们尽己所能，顶着冬日的寒风在社区宣传
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开展入户摸查工作，为居
家观察的返乡人员测量体温，购买蔬菜。而
一个口罩，则是他们全部的防疫装备。就是
这样一个简单的“装备”，让社区工作者撑起
了战“疫”一片天。

“换来千家万户的平安，付出多少都是值
得的。”朴实的话语中，透着社区工作者牺牲
小我、成就大我的担当精神。他们为群众的

生命健康筑牢“防护堤”，撑起“保护伞”。他
们是最平凡的“逆行者”。

自疫情发生以来，社区工作者展现了“我
为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既是文明城市
创建的排头兵，也是正能量的传播者。他们
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第一时间奔赴抗
疫一线，深入社区、深入群众，为社区防疫工
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正是因为有这些
可敬可爱的奉献者，照亮了群众的“战”疫之
路，这个春节才多一点温暖，少一些无措。

眼下，战“疫”工作仍在进行中，在这样的

特殊时期，是爱与理解，架起了社区工作者与
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社区工作者将文明意
识贯穿防疫工作始终，拒绝暴力行为，采取理
性平和的防疫手段，在不断完善社区防控体
系的基础上，做好与群众的沟通交流工作，疏
导群众的焦虑、恐慌情绪，帮助群众更好地理
解社区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群众
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这个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群众与社
区工作者之间的守望相助，让疫情防控不失
温度，共同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日子。

社区“硬核”，撑起战“疫”一片天
黄亚文

《众志成城》罗忠勇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