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图 ② ：1月 1
日，200多名身着
民族服饰的侗族
村民用侗族“高山
流水”的礼节迎接
前来观光的游客。
当天，通道侗族自
治县万佛山景区
举行“2018年万
佛山挑战‘世界第
一高山流水’”活
动。

粟汇华 石婷
摄影报道

� � � � 图①： 新年
第一天， 各地游
客纷至沓来，在
张家界武陵源风
景区的奇峰秀水
间畅游。

吴勇兵 摄

� � � � 图③： 1月1
日，游客在长沙市
杜甫江阁欣赏绚
丽多彩的烟花。当
晚，橘子洲2018年
首场焰火晚会精
彩上演。焰火晚会
主 题 是《Happy�
New�Year》， 共分
三个篇章，燃放时
间20分钟。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 �
� � �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余拙 ) 元旦小长假期间，
韶山冲里人头攒动， 众多游客带
着新年的喜悦和无限的怀念来到

伟人故里， 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
记者今天从韶山市旅发委获悉， 元旦
假期， 该市共接待游客10.8万余人

次， 同比增长28.6%。
1月1日， 韶山虽然下着小雨， 但毛泽东

广场依然人气很旺， 一拨又一拨游客向毛
泽东铜像鞠躬、 敬献花篮， 许下新年心
愿。 来自株洲的彭梓棋在丈夫和公婆陪同

下， 怀抱幼子来到毛泽东铜像前， 满怀敬意
地三鞠躬。 她说： “孩子今天刚满100天， 第
一次带孩子出家门就来看望毛主席。 我们希
望孩子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成长， 长大后做

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为确保元旦假期旅游市场秩序良好， 韶山市实

施24小时值班制， 各机关单位、 乡镇、 村 （社区）、
学校的党员干部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 每天都有近
百人上岗提供志愿服务。 各景区景点道路顺畅， 未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 � �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1月1日
下午， 永州市九嶷山景区、 零陵东山景区、 东安
舜皇山、 冷水滩植物园等处仍游人如织。 据统
计， 元旦小长假期间， 永州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75.8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45亿元， 同比分别
增长32.3%、 49.7%。

这次元旦小长假， 永州市各地结合
自身特点， 推出优惠促销活动， 吸引游
客。 该市回龙圩管理区举办首届牛王大
赛暨笑星歌手献艺演出， 来自云南、 贵
州、 广西、 湖南等地的60多头牛参赛。

宁远县部分景区推出免费或打折活
动、 江华瑶族自治县举办了跨年龙
灯会及原生态民俗表演等。 同时，
各景区、 公共停车场等共投放车位
13.5万个， 方便自驾游游客。 永州
市还及时在各旅游宣传平台推介旅

游节庆活动和旅游精品线路、
自驾游线路， 主动对接气象、
交通部门， 准确发布气象、 交
通信息， 引导游客理性出游，
疏导出游与返程车辆， 缓解交
通拥堵， 推动元旦小长假旅游
持续升温。

永州民俗旅游受追捧
元旦假期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9.7%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 � � �湖南日报1月1日讯（廖声田 宁奎）乐游
张家界，喜庆迎新年。 1月1日，当最后一批游
客离开景区， 张家界市元旦假期旅游接待顺
利收官。元旦小长假，该市各景区景点共接待
游客53.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96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2.87%、15.66%。

从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 张
家界推出“冬游张家界， 嗨动全世界” 旅游
营销活动。 一个月来， 国际旅游诗歌节、
“冬泳张家界， 快乐温泉节”、 亲子旅游节、

创意视频大赛等主题活动接连举办， 吸引大
量海内外游客， 带热了元旦旅游市场。 同时
推出6项优惠奖励措施， 让各地游客赏美景、
享实惠。

景区观赏美景， 乡村体验民俗。 元旦假
期，知名景区最受游客青睐。 据统计，武陵源
核心景区接待1.51万人次， 天门山景区接待
1.68万人次， 同比分别增长35.99%、20.05%。
温泉等特色旅游产品也受宠，其中，万福温泉
接待游客1.17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重点景区全面飘红
彩灯、沙雕、美食……长沙橘

子洲景区为游客带来一场盛大的
视觉盛宴和梦幻之旅， 数万盏自
贡非遗彩灯点亮夜空， 艺术沙雕
重现丝绸之路的繁荣场景， 游客
在光影狂欢中共迎新年。

张家界溪布老街， 红红的灯
笼洋溢着喜庆，长达128米的香火
龙顺着火把盘旋舞动，打渔鼓、手
风琴、三棒鼓、花灯戏等非遗文化
展演精彩上演，带来热闹与祥和。

元旦假日期间， 全省共推出
旅游节会活动20多个、特色旅游
线路10类30余条， 游客热情高
涨，重点景区全面飘红。

武陵源核心景区接待游客
14.73万人次、 门票收入3608.85
万元；崀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0.55
万人次、门票收入2321万元；九嶷
山旅游区接待游客10.7万人次，
同比增长289.1%；南岳旅游区接
待游客7.49万人次， 同比增长
8.63%； 刘少奇纪念馆接待游客
1.78万人次，同比增长83.51%。

乡村旅游韵味十足
随着全省旅游扶贫攻坚深入

推进，全省乡村旅游持续升温，露
营、烧烤、休闲娱乐等系列参与活
动成为元旦假日旅游的主旋律。

江永县勾蓝瑶寨、 永兴县沃
原农庄、花垣县十八洞村、长沙县
开慧镇等精品乡村旅游点， 以淳
朴的民俗民风、地道的农家美食、
丰富多彩的乡村农事体验活动吸
引着大量游客， 接待人数再攀新

高。
在望城区百果园， 大人带着

孩子在原生态的农村， 体验打糍
粑、做年糕、包饺子、扎稻草人、舞
狮舞龙、滚铁环、踩高跷……亲子
家庭其乐融融。

元旦节期间， 假日旅游方式
已从传统的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复
合型转变，湖南周边短程自驾游、
自助游成为主流， 以亲友结伴游
构成了出游“主力军”。 据不完全
统计，元旦期间选择自驾游、自助
游的游客达到70%以上。

温泉旅游一票难求
“一房难求！ ”宁乡灰汤温泉

若不是提前预订，难以订到房间。
宁乡灰汤温泉在传统泡“汤”的基
础上，增加了品尝养生食材、体验
绿色康养生活等旅游产品， 吸引
了众多游客慕名前来。

进入深冬， 温泉旅游备受热
捧，假日期间更是井喷。

郴州市“中国温泉之乡”的影
响力和美誉度的持续提升， 温泉
旅游赢得了众多游客青睐， 节中
市内各大温泉人气火爆。据测算，
全市温泉景区节日期间接待游客
逾5万人次，其中汝城热水温泉以
1.88万人次的游客接待量名列前
茅。

张家界市万福温泉和江垭温
泉举办“冬泳张家界， 快乐温泉
节”活动，活动期间每天从游客中
产生10个孝心家庭， 吸引了大量
家庭参与。 长沙宁乡灰汤温泉，湘
西永顺润雅温泉、不二门野溪，邵
阳隆回高洲温泉、 魏源温泉也是
一票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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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元旦小长假， 只是如水时光里一个小小
的停顿。 人们微微舒口气，抽点时间回望
一下， 转身就要重新投入生活的洪流之
中。 阳光也随着2017年的结束而隐去，从
今天开始，未来一周时间，雨水都将陪伴
我们， 气温持续下降，4日后湘北还将迎
来降雪。

2017年12月31日， 阳光慷慨地赠予
我们一个温暖的句号。 过去一年，我们经
历了1951年以来最强降水过程、1951年
以来第二强暖冬、盛夏极端高温热浪、深
秋霾重……穿越一年的阴晴雨雪， 走进
新年的寒冷空气里，清早水面冒着白汽，
草叶铺着白霜，裸露的鼻尖、唇边、耳廓，

皮肤组织薄弱的地方， 轻易就被寒意洞
穿， 尖锐的痛感让人真切记住2018年第
一天。

省气象台预计，2日省内大部分地区
为小雨天气，3日至4日， 湘北局部有中到
大雨。 此外，随着冷空气南下，3日起省内
气温持续下降，转为明显偏低状态，4日至
8日， 湘中以北最低气温都将在0摄氏度
以下，部分地区有冰冻，常德、张家界、益
阳北部等湘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部
暴雪。 气象专家说，此轮雨雪天气过程范
围较广、持续时间久。新年第一周，天气一
改之前的温和面目， 请大家振作精神，注
意防范，做好保暖工作，在新的一年里有
一个好的开始。

沈德良

从“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 ”，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讲
话，已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那
一句句力透纸背、红透网络的“金句”，既
是为过去一年的中国写下年终评语 ，更
是为国家未来标注鲜明的时代印记。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惟有奋
斗，成就一切梦想。 时间无言，却忠实记录
着每一位努力者、奋斗者走过的足迹。

人努力，天不负。 当撕下日历上的最
后一页，我们虽眷恋不舍，但不会心生惆
怅。 因为这一年里， 我们干成了许多大
事，干成了许多漂亮事———

这一年里，中国正谱写“强起来”的时
代序章 ：墨子号卫星 、光量子计算机 、大
飞机C919成为“中国骄傲”；高铁、移动支
付 、共享单车 、网购成为惊艳全球的 “中
国智慧”； 上千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逐
步兑现“中国承诺”；“打虎拍蝇猎狐”在路
上，彰显“中国决心”……

这一年里， 湖南经济社会有了新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新成效，人民生活
水平有了新提升，“内陆大省”向“开放强
省” 的华丽转身有了新进展，“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成为激荡三湘大地的时代潮
流……

“强起来”的复兴梦想，已在我们的前
方愈发清晰可辨，但登顶之路，从来就不
会是敲锣打鼓便能轻松抵达的坦途。从来
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呼唤奋斗的价
值。

新时代，有新期待、新憧憬；新时代，
注定要跨越新的矛盾。新时代犹如开往春
天的列车，托举着人人受益、各美其美的
美好明天。奋斗是与时代同行时最好的动
力。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新时代，我们怀
揣梦想，也与未知同行。 这就是时间的命
题，也是时间的魅力，惟奋斗是唯一可以
坚守的方式。 在勤勉奋斗中把握未来，在
不懈的坚持中接近梦想，如此，方能不负
时代、无愧于心。

这些天，“18岁照”火了一把，每个人
天然怀念那段 “胶原蛋白都能捏出水来”
的年龄。 在时间轴的刻度上，年轮更迭只
是概念，惟有奋斗才是本色。 置身人人都
有机会出彩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
证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只有撸起袖子
加油干， 才会缩短理想到现实的距离，幸
福才会真真切切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越己者，恒越。 ”惟有奋斗能留下深深
的印记，惟有奋斗者能永葆青春的朝气。 我
们深知， 每一份努力是在为自己拼出一个
美好未来，更为推动这个国家不断前行。

三湘时评

惟有奋斗才是本色

新年伴着雨雪来
2018年第一周多雨，气温持续走低，湘北部分地区将迎降雪

张家界旅游喜迎“开门红”
元旦小长假纳客53.5万人次，收入5.9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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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余人次
到韶山迎新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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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张斌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万检新

2018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常德市委大
门口。

当覆盖崭新牌匾上的红绸扯落，“常德市
监察委员会”几个黑色大字映入眼帘，我省首
个市级监察委员会正式宣告挂牌运行。

面对此情此景，从常德市人民检察院转隶
到市监委的27名干部， 心潮难平， 吐露心
声———“脱掉‘检察蓝’，我们有些不舍，但伟大
时代在召唤。 从检察院到监委，‘战场’换了，我
们初心依旧，决心为正风反腐再出发！ ”

“党员，必须时刻牢记党的宗旨”
时间回溯到2017年12月26日。
这天上午8时， 从常德市人民检察院原反

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和职务犯罪预防科
转隶到市监委的27名人员，走进市纪委、市监
委大楼，开始新的征程。

转隶是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关键。 而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
断，又是做好转隶工作的关键。

1966年出生的柳立武，转隶前是常德市人
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他曾在桃源县、武陵区
等基层检察院任职检察长，带领单位多次获得
全国、全省先进荣誉称号，并在全省两次记功，
是个名副其实的检察“老兵”。

此次常德市监察委员会成立， 已有30年党
龄的柳立武被任命为市监委委员。 他坚定地表
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必须时刻牢记党的宗
旨，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始终听党的
话、跟党走。 ”柳立武说，他将在新岗位上敢于担
当、敢于碰硬、敢于作为，用强烈的使命担当彰
显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

柳立武只是众多转隶干部中一员。他们离开

自己热爱的检察事业，无条件转隶到监察委员会
这个全新岗位，体现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他们表
示，将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转换角色，
迅速融入，积极投身到新的履职尽责工作中。

新成立的常德市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共
有5名干部。 赵斌，原市检察院反贪局干警，从
检7年。 他动情地说，检察院曾经挥洒过自己的
青春和汗水，一朝离开，万般不舍，但面对时代
召唤，他义无反顾踏上新征程。 面对新岗位，他
誓言“反腐天职不会变，反腐利剑不会钝，战斗
热情不会减”。

敞开胸怀，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市纪委与市监委合署办公，必须尽快实现

人员融合、工作磨合，才能攥指成拳、形成合
力。

市监委领导根据转隶人员职务、 年龄、工
作经历、专业特长等，经通盘考虑后，将27名转
隶人员安排到第一至第十纪检监察室、案件审
理室、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等部门，与市纪委
原有干部混合编成，做到人岗相适，优势互补。

“我本以为会将自己的一辈子奉献给检察
事业。 ”谈起自己“市监委委员”这个新职务，已
在检察系统工作近30个年头的原常德市检察
院反渎局局长刘朝明坦言，“不舍”是自己内心
最大的感受。

在检察院工作期间，刘朝明参与过省管干
部曹明强贪腐案、鼎城区原区委书记李秋葆贪
腐案等大案要案的侦办。 虽然“5+2”“白+黑”
的工作模式是常态， 但由于热爱这份事业，刘
朝明从不觉得苦与累，经常为寻找案件的突破
口而废寝忘食。 2016年初，全国监察体制改革
在北京等地开展试点工作时，刘朝明就开始做
转隶的思想准备。

面对新机构、新岗位、新职位，刘朝明深感
使命神圣、责任重大：“这既是对我过往工作的

肯定和信任， 更是对我未来工作的鞭策和考
验。 我要加强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章党纪党
规的学习，做到优势互补，使自己成为既懂纪、
又懂法，既能依纪监督、又能依法监察的纪检
监察干部。 ”

李光辉是原常德市检察院反渎局侦查一
室主任，新的工作岗位安排在市监委案件审理
室。 他说，这两年他和市纪委的同志一直联合
办案，很多人都是老朋友，相信过不了几天，大
家很快能打成一片。

新的岗位，亟须补齐短板
从事监察工作， 对很多转隶干部来说，是

新的开端，亟须补齐短板。
杨新辉，转隶后被安排在市监委纪检监察

十室。 他原是常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
长，从检19年，承办过邹和平、刘运武等多名

“厅干”贪腐大案。“我虽然是一个熟悉法律的
老检察人， 但监委这个全新岗位政治性强、政
策要求高、业务要求严，我不敢丝毫懈怠，必须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性修养。 ”

徐树是原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室主任，
转隶后被安排到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在室领
导介绍下，他和新同事愉快交流、相互学习。 到
监委上班第一天，他就一头扎进工作，开始学
习纪检监察业务，了解干部监督实务。

转隶到第六纪检监察室的梅惠铭是个
1988年出生的年轻人，此前在市检察院反贪反
渎岗位工作7年，参与过多起大案要案侦办。 与
他聊天，感觉他身上有一股用不完的冲劲和干
劲。“转隶到新岗位，作为年轻人，我们首先要
在工作中有思想、有热情、有激情，当务之急是
加强学习，向书本学习，向领导学习，向同事学
习，才能在新岗位上更好地履职尽责。 ”谈起身
份转变，梅惠铭如是说。 他的话，也是所有转隶
干部的共同感受。

“战场”换了，初心依旧
———常德市监委转隶干部的心声

� � �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通讯员 林畅 记者
李治） 今天从长沙县传来喜讯，2017年该县完
成财政总收入 280.08亿元 ， 比上年增长
23.18%，实现高基数上的高增长。

2017年，长沙县财政部门积极涵养优质财
源，着力支持经济发展，进一步做大做实“蛋
糕”。 全年财政总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215.88亿元，比上年增长30.01%，其中税收
占比高达93.5%。

在税源培植上，长沙县深入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安排招商引资专项资金
0.93亿元，紧紧围绕临空经济建设开展”二次
创业“。 同时，推动工业园区转型升级与智能制
造快速发展，汽车产业成为当地首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

长沙县把民生事业放在财政保障首位，坚持
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 2017年，该县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完成160.79亿元，其中民生投入达126.96
亿元、占78.96%，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民生支出
均保持高速增长。该县全力推进“民生立县”三年

行动计划，派发民生“大礼包”，每年铺排重点民
生项目不少于100个。

数据显示，2017年，该县县级财政在教育领
域投入18亿元，新建中小学校14所，新增学位近
2万个，均居长沙市各县（市、区）第一，切实改善
了农村办学条件，基本解决城区义务教育“大班
额”问题；全年还在卫生计生方面安排财政资金
3.17亿元， 其中投入卫生系统建设和医疗设备
采购资金1.9亿元、医改专项资金0.79亿元，缓解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长沙县2017年财政总收入超280亿元
比2016年增长2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