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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欧阳武力

民居修饰一新，道路宽阔笔直，村子中央
的“半条被子”雕塑，栩栩如生地再现83年前
红军长征途中感人故事。今天，“半条被子”故
事发生地———汝城县沙洲村， 正以焕然一新
的面貌，迎接2017中国（湖南）红色文化旅游
节的四海宾朋。

红色资源如何变成红色景点？沙洲村为何
能够在短短8个月时间内实现脱贫？ 我省旅游
扶贫新模式———沙洲村模式，得到广泛关注。

红色资源变红色景点
汝城县沙洲村， 属于罗霄山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是“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红军长征
第一方面军卫生部旧址所在地。

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了“半条被
子” 的感人故事。 艰苦而光荣的岁月重新忆
起，温暖了全国。

小村庄知名度升温了， 如何把红色资源
优势转化为脱贫优势？

今年2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关
于推进汝城县沙洲村美丽乡村建设有关情况
汇报》上作出重要批示：加大对沙洲村红色旅
游、旅游扶贫的宣传和支持力度，把沙洲打造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红色旅游扶贫的示范点。

“首先要把红色故事讲出旅游新意，将红
色资源转变为旅游景点。”省旅发委主任陈献
春介绍，经省委、省政府批准，2017中国（湖
南）红色文化旅游节在沙洲村举行。

省旅发委聘请专业团队对沙洲村丰富的
红色资源进行艺术再造。今年2月，以“半条被
子”故事为主线、以打造4A景区为目标的沙
洲红色旅游景区正式开建。

目前，景区已经建成。修整后的徐解秀故
居、第一方面军卫生部，以及新建的红色历史
陈列馆、半条被子雕塑等旅游核心吸引物，让
红色因素在沙洲村随处可见。

上半年以来，景区一直在建设之中，但到
沙洲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每月接待游客
上千人次。

旅游扶贫精准发力
游客来了，村民乐了。
“今年10月，景区还没有正式开业，全村

村民就已经实现了脱贫。”沙洲村党支部书记
朱中建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全村500多人，
每天有200多人在景区建设工地务工。

国庆中秋长假， 村里来了2万多名游客。
米糍、 辣酱等当地特色产品从无人问津变成
了香饽饽， 村民们尝到了发展红色旅游的甜
头。

在精准扶贫中，旅游扶贫是“绿水青山”
变为“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 沙洲红色旅游景区在抓全域旅
游的同时，全面挖掘民俗、农业等资源，规划
建设了红军长征精神传承地、 水果之乡绿色
产业地、传统民居建设示范地。

为进一步扩大带动作用， 省旅发委联合
汝城县委、县政府，以沙洲村为核心，结合当
地其他特色旅游产品和文化底蕴，实施“汝城
五暖”旅游扶贫发展战略。即“半条被子”，暖
百姓的心；温泉之城，暖健康的身体；理学之
乡，暖中华民族文化之魂；田园生态城，暖游
子乡愁乡情；全域旅游精准扶贫，暖汝城儿女
幸福梦。

短短8个月，沙洲村就完成了脱贫，汝城
其他地方的脱贫进程也提速加快， 形成了湖
南红色旅游脱贫“沙洲村模式”，为我省脱贫

工作提供了一个新典范。

新型营销添旅游活力
当前，IP（知识产权）已是旅游热词，并成为

助推旅游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
“‘半条被子’，浓缩了革命精神，饱含军

民鱼水情深，就属于一个大 IP。”省旅发委副
主任郭固权表示，湖南旅游业与时俱进，创新
旅游产品，加强旅游营销，为旅游扶贫注入新
的活力。

在开发沙洲村的红色旅游资源时， 省旅发
委挖掘旅游与IP结合的途径， 接连推出了现代
音乐剧《半条被子》、微电影《半条被子》等一系
列原创艺术作品， 赋予沙洲景区更多有创意的
版权，避免同质化，以带来更多的流量与关注。

据统计，微电影《半条被子》在新湖南客户
端上线仅仅1天， 点击量就突破1万次。“有感人
的内容，有创新的形式，看过微电影后有去汝城
的冲动。”读者观看电影后引发更深的共鸣。

此外， 当地政府及时申请注册了“半条被
子”地理标识。

“半条被子，温暖中国”，旅游IP新型的营销
模式，红色旅游品牌的打造，名不见经传的沙洲
村，正成为全国红色旅游新兴地。

沈德良

走在街上，行车途中，时不时会遇到脏
得一塌糊涂的车辆，有的车身、车尾挡风玻
璃完全被污垢蒙住。如果用心去观察，这类
蓬头垢面的车还真不少。

这些脏兮兮的车，大多是拉货的卡车、
“小面的”，且越破旧的车越脏。每当这样的
车辆从眼前驶过，虽然只有短短几秒的“偶
遇”，总觉得有些煞风景。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安有
一“名言”：把自己家的日子经营好。随着汽
车的普及， 机动车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工具，开着灰头土脸的车出去，在
旁人眼里，起码说明车主生活不讲究，日子
过得粗糙。细微之处，可以看出对生活的心
态。或到洗车店，或自己动手，把车弄得干
净一点，悦己悦人，何乐不为？

车是城市的一道流动的风景。 车如其
人，车辆整洁与否，是个人的私权，按理说
旁人无权干预，但洗车如同刷鞋，讲究的是
对生活的态度。不拘小节，本身就是一种粗
糙的生活态度。

为了温饱 ，为了生存 ，很多中国人曾

经过着粗糙的生活： 建的房子简陋难看，
用的产品假冒伪劣 ，环境脏乱差 ，秩序闹
哄哄……过去这是迫不得已，如今我们走
进新时代 ，收入慢慢提高 ，生活一年好过
一年 ，该告别这种粗糙的状态 ，追求更高
的生活品质了。国家的经济已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的生活也该从容精
致一点。

精致的生活方式， 并不与奢华光鲜画
上等号。比如现实生活中，衣着旧一点无伤
大雅，但一定不能皱皱巴巴，更不能一副邋
遢相。如今，倡导美丽中国，建设美丽湖南，
不仅仅是天蓝水清地绿， 也应当将个人的
行为纳入其中。这些年，随着人们素质的提
高，公共场合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不文明
现象少了，幸福感自然而然就高了。

从网上搜索得知， 长沙市早些年曾有
过不准脏车进城的规定； 南京曾修订过道
路容貌管理相关规定， 规定车身有明显污
迹和泥土， 泥土等污渍遮挡号牌， 车漆脱
落、 外观破损等影响市容有碍观瞻的机动
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否则罚款。这些干预
措施，看似是对私权的介入，实际上是营造
文明环境的必要举措。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曾红春）今晚，“湘音乡韵”湖南原生态
民族民间音乐会湘西专场在湖南音乐厅举
行。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斌，省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省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
肖雅瑜出席。

神秘古老的土家族《梯玛歌》拉开了音乐

会的序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彭继龙原汁原味的表演，把观众一下带入了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神奇之境。湘西苗歌高
腔时而如流水潺潺，时而像攀越山峰；儿童鼓
手彭博及妈妈表演的苗族花鼓《山娃戏鼓》充
满童趣；《酉水号子》雄浑激昂，将酉水河船工
闯险滩、爬桨搏激流的拼搏精神演绎得淋漓尽

致。20多名民间民族音乐家和少数民族儿童带来
的13个节目各具特色，不时引起观众的掌声和喝
彩声。最后的《大团摆》，全体演员邀请观众上台
同跳土家摆手舞，欢乐喜庆的舞蹈把演出推向了
高潮。

演出中，表演了《咚咚喹》的湘西永顺荣众
留守儿童学校获得湖南省文化馆未成年人文
化活动基地（示范点）、湖南省群文声乐专业委
员会民族音乐传承教育基地授牌。

本次音乐会由省文化馆主办。 国家公共文
化云与中国文化网络电视手机客户端进行全
程直播。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刘洲 宁琼雅）今天上午，省第四届
家具博览会暨首届林业博览会在浏阳国际
家具城开幕。为期5天的盛会为参展企业和
消费者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国家林业
局副局长刘东生出席开幕式。

本届博览会展馆（区）总面积15.5万
平方米， 为历届家博会展馆面积之最。
“本届博览会相较于之前的历届博览会
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省家具行业协会
秘书长刘发刚介绍说， 还首次与林博会
同时亮相。博览会期间，省级林业产业龙
头企业、 国家级和省级林产品品牌一一
展出，接受市民消费者的检阅。博览会除

设立了湖南馆、林博馆，还首次引入了智
能馆和境外馆。 晚安家纺、 富丽真金家
纺、梦洁家纺、星港家居等知名本土品牌
均入驻展馆， 为逛会消费者提供一个多
快好省、一站式购齐的平台。

本屇博览会暨林博馆室内室外同时开
馆，凸显地域特色，打造“一县一品牌”。在
智能馆， 可以看到各式设计新颖的智能家
居，手机与冰箱智能互联、声控开启出门模
式和回家模式……智能馆还将云米互联网
厨房搬进了展馆。境外馆，主要是展览外国
家具。 越南莲亚国际乳胶家居馆等品牌企
业都入驻境外馆， 为消费者带来颇具异域
风情的家具产品。

“红色”沙洲 旅游扶贫急先锋

� � � � 10月29日，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红色旅游景区。 安新志 摄

美丽中国不妨从洁净车身做起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熊远帆）
今天， 党的十九大报告主要精神和习近平
治国理政名句用典甲骨文书法巡展首展在
长沙市委办公大楼一楼大厅举行。

此次展览的作品， 是主办方邀请我
省、长沙市甲骨文学会副会长以上、具备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资格的书法家和海
内外甲骨文书法领军人物,对习近平系列
重要讲话中引用过的135个中国古典诗
文名句典故，进行创作书写的，有较高的

艺术水平。
展出的180余件甲骨文书法精品分敬

民、为政、修身、任贤、天下、法治等13个篇
章。主办方表示，通过此次展览，不仅有助
全社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 还将推动全社会对
甲骨文及其背后传承传统文化的关注。

展览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中国甲骨
文书法艺术研究会担任学术指导， 由长沙
市社科联主办，将持续10天。

习近平治国理政名句用典甲骨文书法巡展开展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庆祝
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大会暨第27届中国新
闻奖颁奖报告会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并讲话。
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和记
协工作高度重视，专门发来贺信。我们要认真
学习领会，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
为进一步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开创记协工作
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新闻舆论战线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做到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在做实宣传
上下功夫，在凝心聚力上下功夫，采取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清楚、讲
明白、讲到位。中国记协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改革，增强活
力，组织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不移跟党走，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出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
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聚焦聚
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记职责使
命，发扬传统、开拓创新，用笔力和脚力书写人
民业绩，用智慧和真情讲好中国故事，奋力谱写
新时代党的新闻事业新篇章。

会议为获奖者代表颁奖。 中国记协主席张
研农致辞。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河
北广播电视台、 重庆日报社等单位的获奖代表
在会上发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
海，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出席上述活动。

中央有关部门、中央新闻单位负责同志，中
国记协常务理事和新闻工作者代表约300人参
加会议。

中国记协是党领导的全国新闻界的人民团
体，现有217个团体会员单位，联系全国6800多
家新闻媒体的百万新闻从业人员。

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
记录伟大时代唱响奋进凯歌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各市州文化产业企业发展水平差距显

著 ， 长株潭地区单位平均营业收入达
12496万元， 超过全省单位平均营业收入

水平2527万元；洞庭湖地区、大湘西地区、
湘南地区单位平均营业收入分别为8575
万元、4879万元、8680万元，均低于全省平
均水平。

数据也显示，我省文化产业在整体较快
发展同时，在产业转型升级上遭遇三大制约 :
产业发展动能出现“断档”，市场主体规模萎
缩，产业发展质量欠优。

�荨荨（紧接1版③） 四要坚决贯彻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奋力推动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五要认真落
实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 大力加
强武警部队党的建设； 六要深刻理解对武
警部队建设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建设现代
化武装警察部队。

蒋建宇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 各级要以此次宣讲为契
机，按照学懂弄通做实、走在前列的要求，进
一步兴起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热潮，切实把
广大官兵的意志力量凝聚起来。

来湘宣讲期间，颜晓东一行还深入部
队基层一线展开调研，亲切看望慰问今年
秋季入伍新兵。

湖南原生态民族民间音乐会湘西专场举行
欧阳斌出席

省家具博览会暨首届林业博览会开幕
展馆面积为历届之最，首次引入智能馆和境外馆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11月7日至8日，全国网信系统（湖南）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在长沙举
行， 中央网信办宣讲团成员朱吕为湖南省
网信办全体党员干部、 各市州网信办负责
人和省直重点新闻网站、 驻湘中央媒体作
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

在宣讲报告会上， 中央网信办宣讲团
成员朱吕全面解读了党的十九大主题、重
要成果、主要精神和历史贡献，突出强调学
懂、弄通、悟透党的十九大精神，最重要的
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灵魂。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网信战线的首要政治任
务。

大家表示，宣讲报告内涵丰富、生动深
刻，紧密联系网信工作实际、解疑释惑，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对于网信系统
干部职工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是一次
重要的辅导。要以这次宣讲活动为契机，在
全省网信系统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热潮， 切实把湖南网信系统干部职
工和网信企业、 新媒体从业者的思想统一
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真正用于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中央网信办宣讲团来湘宣讲十九大精神

周学文在湘调研时指出

湖南推行河长制有力有序有效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刘雁鹏）今天，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
在湖南就河长制工作开展调研。他指出，湖
南推行河长制有力有序有效， 有些经验做
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周学文一行考察了长沙市雨花区圭塘
河羽燕湖段的水生态系统修复情况， 听取
了省水利厅、长沙市、娄底市以及长沙县、
浏阳市、 益阳市赫山区关于河长制工作的
情况汇报。

周学文表示， 湖南在推行河长制的过
程中，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领导
都高度重视；相关各部门协作到位；各级河
长办机构建设快速有序； 鼓励公众参与治

河积极有力；工作创新有突破有成效，尤其
是发布省级第1号总河长令的做法，在全国
应属首创，值得学习、推广。

周学文指出，下一步，湖南推行河长制
工作，要按照水利部对河长制“四个到位”
的总体要求，针对各项“硬指标”逐级查漏
补缺，完善体系建设，力争如期全面建立河
长制。要强化基础，做好“一河一档”、河湖
行政边界断面的水质水量监测等工作。同
时，要按照实际情况，合理明确目标；强化
考核，充分发挥“指挥棒”作用；按照问题导
向，组织专项行动，务求见到成效；做好示
范引领，加强信息沟通，促进河长制工作更
有效开展。

11月8日， 湘西小鼓
手表演节目《山娃戏鼓》。
当晚， 由省文化馆主办，
省群文声乐专业委员会
承办的“湘音乡韵”湖南
原生态民族民间音乐会
湘西专场在湖南音乐厅
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