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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9日讯（记者 曹娴）我省旅
游业如何发展？ 今天举行的2017年全省旅游
工作会议创新形式， 通过全域旅游与旅游扶
贫、旅游业融合创新与旅游新投资新供给、旅
游业开放合作与整合营销、 旅游市场综合监
管4场专题研讨会，碰撞智慧，分享经验。

据统计，70%以上的景区周边集中分布
着大量的贫困村。如何推进旅游扶贫？省发改
委社会发展处处长叶星成认为， 旅游扶贫三
方参与，政府要引导有方，在动态研究、市场监

管上下功夫，用产业基金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加
入；企业要有为，旅游开发不能暴殄天物，市场
行为不能见利忘义；社会参与要有律。

旅游产业不缺需求， 缺的是有效供给。
“发展全域旅游是解决当前供给不足的一剂
良药。”长沙市副市长陈中说，长沙将打造一
批旅游大项目，如恒大海花谷、华强美丽中国
项目等， 推动观光旅游向观光度假休闲旅游
转变。 常德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局长伍彩霞介
绍，常德近年大投入、大手笔做产品；大活动、

大节庆推产品。精心打造柳叶湖项目、城头山
景区、常德河街，去年全市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25%以上。

旅游要发展，离不开营销。研讨会上，与
会者积极交流经验。 旅游龙头张家界通过活
动、事件、媒体、政策、口碑、客源地，多方位营
销，走在开放前列。

省旅发委主任陈献春希望大家通过研讨
带动思考，用行动解决实际问题，加快推进全
域旅游基地和旅游强省建设。

� � � � 湖南日报3月9日讯（记者 曹娴 易禹琳）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7年全省旅游工作会议
获悉，今年我省旅游工作的目标是，接待国内
外旅游者6.47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565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5%、19.5%；实现旅游
创汇10.6亿美元。

围绕目标任务， 全省旅游主要抓好10项
重点工作：深化旅游体制改革，增加全域旅游
产品新供给，全力塑造“锦绣潇湘”旅游品牌，
推动构建“快进慢旅”旅游交通网络，大力发
展红色旅游，实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工程，鼓

励支持旅游企业做大做强， 依法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强化人才智力服务保障，加强全省旅
游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我省将重点支持创建10个全域旅游
示范区和10个旅游扶贫示范县；推进张家界旅
游综合改革城市试点和湘潭（韶山）全国红色旅
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红色旅游国际合作创
建区建设。编制实施我省旅游扶贫总体规划、自
驾车房车营地规划、张吉怀国家旅游精准扶贫
创新区规划、“神奇湘东” 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
路规划。 推动30个省级重大旅游项目建设，扶

持引导休闲旅游示范城市、现代农业庄园、精品
民宿、旅游小吃等创新发展，促进“湘品出湘”。

推动长株潭城市群都市旅游协调发展，
率先构建长株潭城市群“快进慢游”旅游交通
基础设施网络。 今年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
966座。到2020年，全省建设40个红色旅游基
地，每年分批建设10个。积极创建全国旅游扶
贫示范县和全省旅游扶贫示范县，每县争创1
个3A景区、2个旅游特色乡镇、3个旅游扶贫示
范村。制定出台旅游业发展奖励办法，培育一
批龙头旅游企业和旅游服务品牌。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蒋睿

40多年，她兢兢业业，与丈夫缔造了
誉满四海的“家燃气具王国”。

20多年，她默默无闻，把慈善当成人
生的“第二次创业”。

作为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之一， 周宝莲用勤劳书写了一部励志
传奇，用真情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慈善之歌。

乐善好施，建立慈善基金会
1946年，周宝莲出生于湘潭县射埠镇

一个贫苦农家。虽然家境窘迫，但周宝莲
的母亲尽己所能，帮助生活困苦的人。

“每次有乞讨的人来到家中，母亲总
会拿些米或者蔬菜分给他们， 从未让那
些乞讨者空手离开家门。” 周宝莲说，因
为出身寒门， 她更理解贫困群体生活不
易， 而母亲乐善好施的行为影响了她一
辈子。

从2000年开始，周宝莲累计组织各类
爱心活动461场次， 捐赠资金达3000余万
元，资助1万多人次。2014年，周宝莲成立
湘潭市首家非公募基金会———迅达集团
宝莲慈善基金会，开湘潭民营企业创办慈
善基金会先河。

多年来，周宝莲重点关注孤儿、单亲
母亲、贫困学生等人群，探索建立“个人出
资、企业依托、社会公益”的爱心捐助长效
机制。

在帮扶单身母亲的一次活动中，周宝
莲发现， 一位奶奶带着孙子来到了现场。
经过一番询问， 原来这位老人的儿子过

世，儿媳改嫁，她独自带着孙子生活。“相比
单身母亲，这些老人因年事已高，生活更
加艰辛。”听了这位老人的讲述，周宝莲心
头一阵阵泛酸， 她将这帮群体称为“失依
家庭”。

2014年9月27日至28日， 周宝莲连续
在湘潭县杨嘉桥、青山桥、花石、中路铺共
办了44桌酒宴，宴请“失依家庭”。她说，这
些老人非常了不起， 他们无私守护着第三
代人。 我希望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感受到我
们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关注，给他们更
多生活的信心。

多年来，周宝莲累计资助贫困“失依家
庭”1515户，捐赠衣物、毛毯等物品932件，
爱心款71.79万元。

授人以渔，慈善不只是给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周宝莲

看来，靠捐钱捐物，对贫困群体只帮得了一
时，帮不了一世。如何从“输血”到帮助他们

“造血”，周宝莲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湘潭县的单身贫困母亲，一直是周宝

莲帮扶的重点对象。在输送资金的同时，她
努力为这些单身贫困母亲寻找创业项目，
并多次和妇联、劳动就业等部门联合举办
单亲母亲创业就业座谈会，对大家进行指
导，对成熟可行的项目给予创业资金支持。

位于湘潭县分水乡的迅丰红薯粉丝
厂， 是周宝莲为扶持单身母亲创业办起来
的。她鼓励大家利用自家空坪隙地种红薯、
做粉丝，既不荒芜土地，又可增加收入。周
宝莲给她们送去资金、机器、技术，还帮着
宣传和销售。

多年来，周宝莲不仅在物质上行善帮
困，也在精神上救穷济贫。

2013年1月29日， 在湘潭县易俗河镇
政府， 周宝莲给当地125户贫困家庭发放
了慰问金，她告诉大家，这笔捐款是她种植
蔬菜、养猪所得，共计5万元。她只是想告
诉大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每一个人
都能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点评
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关心公益、传递爱心，是现代社会的
基本价值之一。周宝莲就如一盏“宝莲灯”，
给贫困群众送去温暖，也为他们照亮前进
的道路。谁说民营企业家眼里只有账本上
跳动的数字？ 周宝莲用持续20多年的慈善
义举，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扶贫助困、乐于奉
献的企业家。

� � � �湖南日报3月9日讯（记者 李治 实习生
金原 ）围绕“让城市融入自然、让自然涵
养城市”的目标，长沙将实施“325”绿道
建设规划，建设1000公里自行车道、2000
公里步行道，并在绿道沿线建设2万个生
态停车场、50个户外露营基地和足球场、
健身场等设施， 全面构建城乡一体、“成
网成环、长藤串瓜”的绿色慢行与健身休
闲体系。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市住建委今
天联合举办新闻通气会， 介绍绿道建设
规划。

长沙绿道建设规划包括“一环两横四
纵多联” 的市域绿道、“一江两岸、 八河曲
串”的城市绿道以及方便连接山、水、公园、
社区的社区绿道。“一环” 指的是沿绕城线
的环城林带绿道，“两横” 指的是南北横线
两厢绿道，“四纵” 为串联城市两侧南北向
的生态景观资源的西纵绿道、 东纵绿道和
湘江两岸绿道，“多联” 指的是多条市域绿

道的补充联络线。“一江两岸” 指湘江两岸
绿道，“八河曲串” 指充分利用长沙独特的
“一江八河”景观带、城市生态廊道和城市
道路中的非机动车道串联的磁浮两厢绿
道、浏阳河绿道、捞刀河绿道等城市绿道。
据介绍， 长沙市于3月下旬将全面启动城
乡绿道建设。

绿道是一个有世界普遍共识的概念，
指为步行和骑自行车提供安全、连续、生态
的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禁止汽车、摩托
车和电动车进入。 长沙绿道是长沙市
2017-2019造绿大行动的重点工程，《长沙
市绿道专项规划（2012-2020）》已于2014
年4月通过长沙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的审
议。 为了完善绿道建设规划， 长沙市在
2013年相关活动基础上，再次就绿道标识
系统和绿道LOGO设计征求公众意见。公
众可以登录长沙城乡规划局官网或者微信
公众号进行投票。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宝莲灯”和她的“慈善经”

� � � �周宝莲 通讯员 摄

长沙启动城乡绿道建设
标识系统征求公众意见

今年湖南旅游收入瞄准5650亿元
争取接待国内外游客6.47亿人次，旅游创汇超10亿美元

一天4场研讨会：智慧大碰撞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瑛

� � � � 名片
黄丹，“84后”湘阴青年，2003年退伍留京，

成为年薪30多万元的“金领 ”。“不安分 ”的他
却在2012年辞职返乡创业，与“88后”返乡青年
张宇出资100多万元，创建天自成种养专业合
作社，发展林下土鸡养殖。

故事
3月5日， 湘阴县六塘乡天自成种养专业

合作社坡地上笑声四起，数千只土鸡“见证”
了一场别致的“颁奖典礼”。

“我宣布，今天‘比蛋’大赛第1名是小溪
和妈妈组合， 她们捡蛋47个……所有小朋友
都有‘勇敢奖’。”担纲主持人的合作社理事长
黄丹话音刚落，引来孩子们一片欢呼声。

这是黄丹针对省城客户设计的“捡鸡蛋”
亲子体验活动。他说：“这些鸡生活在山林里，
喝的是雨露山泉，吃的是昆虫，你说这样的土
鸡肉能不鲜么？”

黄丹，2003年退伍后留京工作， 月薪从
800元一路涨到3万多元。 他却在2012年辞职
返乡，喂过猪、养过鱼，成功过也失败过，不改
初心。2015年，他参加全县返乡青年创业培训
时，遇到同样从大城市回来的“88后”老乡张
宇，决定一起从事林下土鸡养殖。他们承包山
林60亩，散养土鸡3000只，当上了“鸡蛋哥”。

“开始没经验，第一次进1000只鸡仔，养
到第4个月时才晓得全是公鸡。”黄丹对这件事
耿耿于怀。为了不再上当吃亏，“鸡蛋哥”赴湖北
等地，学习坡地养鸡知识，还从邻村“挖”来“土

专家”李勇坐镇，攻下了防疫、育雏等技术。
“土”货贵在天然自成。“鸡蛋哥”用原生

态方式喂养的五黑鸡， 就像一个天然营养加
工厂，产出的绿壳蛋硒、锌、碘含量高。“这个
绿壳鸡蛋，被誉为鸡蛋中的人参。”从坡地捡
蛋回来的张宇说。

“鸡蛋哥”卖蛋也很用心：包装盒可承受
75公斤的重量， 谷壳填充小格， 设计温馨提
示，承诺“损一赔一”。市场开发同样上心：组
织“捡鸡蛋”活动，开发管理软件，搭建服务销
售共享平台……

“现在，他们已打通农产品与市场‘最后
一公里’。” 六塘乡人大主席团副主席柳叶介
绍，从去年10月至今，他们就发展销售合伙人
1000多个，实现销售收入30多万元。

“嘀嘀”的微信提示音响起。“又一笔订单
来了！”张宇忙上网登记。记者在一旁发现“蹊
跷”：当日售蛋2000多枚，土鸡仅5只。

“H7N9的影响还没消除。” 张宇话音刚
落，大伙陷入沉默。良久，黄丹说，“还是要做
出品牌，把‘土’生意做到极致。”

此时，鸡舍旁茶树青青、花朵盈枝，又是
一年春光好。

“鸡蛋哥”筑梦在山林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以身边的榜样为动力，擦亮公交这扇旅
游窗口，让张家界这张湖南名片更靓丽。”

3月9日， 张家界市公交公司向全体员工
号召，以公交车司机杨光胜为榜样，开展劳动
竞赛，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近段时
间，张家界街头巷尾传颂着杨光胜的事迹。这
一切， 缘于今年2月10日的一场生死急救，并
很快被央视报道。

当日上午， 杨光胜驾驶公交车行驶至张
家界市公路局附近， 一中年女乘客突然昏倒
在椅子上，几名乘客急忙帮助搀扶。杨光胜果
断决定并告知车上乘客， 只能改道到市中医
院。但公交车行驶至医院门口，还有300米远，
车进不去， 杨光胜背起病人直奔抢救室。2公
里车程、300米步行，仅仅用时10分钟。因抢救
及时，病人转危为安。杨光胜急送病人到医院

救治的画面，被好心乘客手机视频拍摄，当地
电视台传至央视，这一场景被很快播报，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是做人的本分，也
是我应尽的职责。”杨光胜告诉记者。

杨光胜出身农民家庭， 父亲杨德贵是村
里的老支书。从小，他就耳濡目染父亲一心为
公、全心为民的无私情怀。

1994年，杨光胜参军入伍。送兵时，父亲
杨德贵一再叮嘱，“刻苦锻炼， 弘扬正气”。遵
照父亲的教诲，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
秀班长”。

“干一行爱一行，服务热情，把安全放在
第一位。”2013年， 杨光胜成为一名公交车司
机，老父亲又这样告诫他。杨光胜每天早上5
时起床，第一个赶到车队，争发第一班。每天
晚上下班后，杨光胜将车内打扫得干干净净，
车外擦洗得一尘不染。他对乘客如亲人，遇到
需要帮助的乘客，随时伸出援助之手。

据公交公司的同事介绍，4年来， 在重复
往返的公交车上， 杨光胜乐于助人的好事不
下百次。杨光胜表示，将一如既往地秉持好家
风，做一名优秀公交车驾驶员，给市民和游客
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

秉承好家风的“大名人”
———记张家界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杨光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