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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杨仕凡

“如果不去永顺，会错过老司城。”盛会
尚未启幕，自驾团已在路上，驱车前往永顺
的长沙游客刘丰说。

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南首个世界文化遗
产，被誉为“中国马丘比丘”，身临其境，令人
震撼，自被发现起，无数中外游客慕名而来。

9月18日至21日，湖南旅博会永顺展馆，
将揭开土司王朝神秘面纱。永顺土司城无疑
将是本届旅博会的“明星”之一。

三面环水，一面傍山，永顺县城以东20
多公里的灵溪河畔，老土司王朝就曾坐落于

此，神秘肃穆。
永顺，原名福石城，是土司王朝800年统

治的古都。王朝衰落，却在当地留下许多珍
贵遗迹：土司王城老司城、土司王村芙蓉镇、
土司运河猛洞河……

老司城遗址之完整，在中国现存城市遗
址中罕见。老司城之中，基础设施保存完整，
地上地下遗存丰富，城墙、砖雕、建筑重叠变
幻，与周边山水融为一体，令人赞叹。

芙蓉镇，是永顺展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它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曾
是土司王朝的避暑行宫，后因电影《芙蓉镇》
闻名。小镇三面环水，瀑布壮丽，水流穿镇而

过，如此美景，国内鲜有。小镇街巷曲幽，千
年青石板街蜿蜒至酉水岸边的渡船码头，两
侧土家吊脚楼依水而建，行走其间宛若穿越
历史。

除了文化遗迹和风景名胜， 永顺土家
风情浓郁：有再现土家族农耕生活的摆手
舞， 有发源于土家族祭祀仪式的茅古斯
舞， 还有古老的民间器乐合奏打溜子……
在旅博会现场，永顺展馆将表演民间抒情
长诗《哭嫁歌》，展现土家独有的“哭嫁”风
俗。

旅博会期间， 永顺还将送出老司城、芙
蓉镇等景点门票700张。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杨仕凡

时光上溯5亿年，红石林还沉在海底。
沧海桑田，一场地壳运动，让她的美丽

跃然于世。
本届旅博会上， 古丈县将用图文影音，

将红石林“整体搬进”展馆，向游客展示全球
唯一在奥陶纪形成的红色碳酸岩石林景区。

古丈展馆的主题为“神秘湘西 康养古丈

生态旅游”，将重点展出坐龙峡、红石林、墨戎
苗寨、夯吾苗寨、栖凤湖、高望界等特色景点。

据古丈县旅游部门负责人介绍，5亿年
前， 红石林位于地史上所称的扬子古海海
底，后经地壳运动和侵蚀、溶蚀作用，形成了
如今的独特景观。红石林景区已被评为国家
地质公园。岩石高大壮丽，而且随着天气变
化，石色会变幻不同：晴红雨黑，阴转褐红，
晨昏有别，美丽奇特。此次展馆为红石林景

区开辟有展示专区， 通过影像与文字等，让
游客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和红石林一样， 坐龙峡5亿年前也同样
沉睡在海底。如今的莽莽群山之中，峡谷绝
壁纵横、崖树斜逸，集俏、隐、幽、旷、奇、险、
古、拙于一体，窄处仅容一人过身，享有“中
南第一奇峡”的美誉。

旅博会期间，古丈坐龙峡、红石林、墨戎苗
寨、夯吾苗寨4大景点，将送出1800张门票。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龙兴昌 张
鹏）日前，31名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
孤儿搭上开往广州的火车， 前往广东技师学
院接受职业教育。

自治州孤儿赴广州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是
自治州人社局与广州市人社局劳务协作的重
要内容之一。根据前期签订的相关协议，首批受
惠的31名孤儿赴广东技师学院入校就读。

未来3年，自治州人社局将联合州民政局
组织全州范围内符合条件并有意愿的孤儿，
分批送往广州市的高级技工学校接受职业教
育，并在学杂费减免、读书就业、心理疏导等
方面给予全面帮扶支持， 指派专人全程跟踪
负责，为赴广州孤儿创造良好的求学环境，助
其早日完成学业，顺利走上工作岗位。

永顺：揭开土司王朝神秘面纱
旅博会期间，永顺将送出老司城、芙蓉镇等景点门票700张

古丈：5亿年海底石林“搬进”展馆
旅博会期间，古丈坐龙峡、红石林等景点将送出1800张门票

自治州31名孤儿赴广州接受职业教育

安全大检查 全省在行动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范成功）“砰砰砰……” 随着一声
声巨响，岳阳县柏祥镇、新开镇、杨林乡3处
开阔场地火光冲天。今天，岳阳市安监局将
安全生产大检查期间收缴的9500余公斤
亮珠、7815饼火药饼、56件引线， 在3地集
中销毁。

“这是岳阳安全生产大检查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 岳阳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至此，该市在已完成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全部清退的基础上， 又基本完成了企业余
废药物的清除，“烟花爆竹再无‘岳阳造’。”

烟花爆竹曾是岳阳的传统产业， 全市
原有相关生产企业72家， 零散分布于6个
县（市、区）。与浏阳、醴陵等地相比，岳阳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安全条件
差，设备设施不完善，抗风险能力差，导致
安全事故频发。

按照国家“非主产区烟花爆竹企业逐
步淘汰，有序退出”的总体规划，截至今年6

月底， 岳阳市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部
关停或转型，实现烟花爆竹“零生产”。

7月份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
铺开， 岳阳市关停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余
废药物安全处理， 成为烟花爆竹行业安全
生产大检查的一项头等大事。

为此，岳阳市采用了重大事故隐患“一
单四制”管理办法，将每家生产企业余废药
物作为一项重大安全隐患进行治理，市、县
两级安监部门进入每家生产企业逐一核查，
对剩余烟花爆竹原材料和半成品登记造册、
封存管控，制成烟花爆竹领域重大安全隐患
清单，并按“单”整治，实行交办制、台账制、
销号制、通报制，实现了精准闭环管控。

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 岳阳市共开展
烟花爆竹余废药物销毁行动650次， 销毁
火药饼52万饼、亮珠1435吨、引线3500万
米、军工硝1630公斤、军工粉2115公斤。目
前，所有清退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部完成
了余废药物销毁任务。

烟花爆竹再无“岳阳造”
清退生产企业，销毁余废药物

� � � � 9月12日，应急通信保障车队驶过芙蓉广场。当天，中国联通“匠心网络万里行”全国
应急通信保障拉动演练长沙站活动在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拉开帷幕。 中国联通带来了先
进的载波聚合技术展示， 市民和用户可上车体验参观。 活动现场有专家进行讲解， 是一
场家门口的通信科普展。 傅聪 邹靖方 摄影报道

联通“匠心网络万里行”走进长沙

———聚焦2017湖南旅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