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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首家智慧医院揭牌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李明楷）通过手机直接挂号，入院不
用排队挂号即可直接就诊……昨天，张家
界首家采用智慧医疗就诊模式的医
院———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附属医院揭
牌。据了解，该医院与金蝶软件合作开发
移动智慧医院平台，让患者通过手机微信
或支付宝在线预约挂号、缴费和对检验结
果、药物使用、费用明细等实时查询。

岳阳：
“文明劝导我先行”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徐亚平 张脱
冬）今天上午，岳阳市2018年“文明劝导
我先行”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南湖
广场举行。启动仪式上，岳阳市文明委授
予江科明等30名志愿者“最美志愿者”
称号、云溪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等10家组
织“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市江豚保
护协会“江豚保护”等10个项目“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称号、平江县四柱路社区等
11个社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

隆回：投资8亿元
运动鞋项目落户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胡权）3月7日上午， 香港亚荣鞋
业与隆回县签约，亚荣鞋业年产3000万
双运动鞋的智能化生产项目正式落户隆
回县。

香港亚荣鞋业是全球知名品牌
NIKE鞋业在全球的第二大生产商。这次
签约落户隆回的项目计划投资8亿元，用
地约300亩。 项目拟用3年时间分3期建
设，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运动鞋3000
万双，年创产值30亿元，年上缴税收约
1.5亿元，并可解决5000人就业。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田育才）3月2
日晚， 元宵之夜，“文明张家界·欢乐元宵节”
灯会上演，永定城区张灯结彩、万人空巷，上
万名中外游客和30多万市民涌上街头贺元
宵，共享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

永定区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近年
来，该区以山水为线，用文化作魂，做好文
旅融合文章，酿制出文旅融合“美酒”，让游
人闻香而来，沉醉其中。一方面，以中心城
区为核心，以天门山、茅岩河为两翼，搞好
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 悉心打造
的大型山水实景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
樵》，成为文化旅游的一张“金名片”，2017

年共演出288场，接待中外游客超过38万人
次；精心培育“苏木绰”文化旅游品牌，石堰
坪、马头溪等土家村落走出深闺，茅古斯、
打溜子、摆手舞等土家文化让世界瞩目。另
一方面，以民族村寨、休闲度假、户外运动、
生态民宿4条乡村旅游带为支撑，大力开发
乡村旅游、 温泉、 漂流等为代表的文化旅
游、生态旅游和观光旅游产品，开发龙凤梯
田、槟榔谷、马儿山等景区景点，打造金银
花、桃花、油菜花、荷花、梨花、杜鹃花“六朵
金花”乡村旅游，吸引武汉、重庆、成都和省
内长株潭等地的自驾游客。

同时，该区提质升级“元宵灯会”“六月

六”“过赶年”等土家族传统民俗节庆活动，
将花灯、阳戏、舞龙等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其
中，让土家文化“活起来”。此外，建设旅游
商品产业园，扶持旅游商品研发生产，涌现
葛根粉、茅岩莓茶、砂石画、土家织锦等畅
销的旅游商品， 文化旅游经济蛋糕越做越
大。

有了文化的融入，旅游就有了“魂”，游客
就有了“融入”的感受，带动旅游迅猛发展。
2017年，永定区接待游客首破3000万人次、旅
游收入300亿元大关，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419.9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35.3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6.1%和20.5%。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建明 张兴国 胡纯亮

“这里真的很热闹，不但可以穿古装游览
古街，还有大型庙会看。”3月初，双牌县小学
教师张春蕾打着油纸伞、穿着汉服，在永州市
零陵古城柳子庙街挑选小饰品。 今年春节期
间，零陵区举办了首届民俗庙会。活动期间，
充满了文化味道的民俗表演、非遗展演、大戏
台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零陵古城“过文化
年”。

“零陵古城‘文化热’，是零陵区主打‘文
化牌’，打造城区即景区、构建大‘零陵古城’、
大旅游发展的成果体现。”零陵区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

景区开园，打造大“零陵古城”

“百步登山道已经开工建设，景区的绿化
工程也正在进行……”春节过后，零陵古城东
山景区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东山景区有望今年全部完工。过去一年，
东山景区建设投资超过1.5亿元， 实施了法华
寺修缮工程、西游客中心等一系列项目，并于
今年2月8日向市民开放。

零陵区旅游局负责人陈勇告诉记者，为

了打好零陵旅游“文化牌”，该区坚持一手抓
文物保护、 传承， 一手抓文化景区建设。仅
2017年， 就投入了30余亿元。 如今，“零陵古
城”初见雏形，东山景区已向市民开放，城区
即景区、大“零陵古城”开始显露真容。

文化搭台，举办首届民俗庙会

2月8日至13日，零陵区以文化搭台、旅游
牵手，举行了首届民俗庙会。

连续多日的庙会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
现场年味浓浓。“庙会展示了很多零陵的文化
元素，不但有当地戏剧演出，还有其他非常多
的本地传统文化展示。”零陵区文体新局负责
人李立新告诉记者， 零陵文化厚重， 零陵渔
鼓、 花鼓戏等均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首届民俗庙会既是一场新春盛会，也是
一次零陵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

“柳子庙街比想象中更有韵味。放河灯也
很有意思，星星点点的，远远看上去就像银河
的感觉。”张春蕾告诉记者，除了观摩庙会，零
陵的文化也是吸引她前来游玩的一个重要原
因。

在庙会带动下，零陵旅游出现“井喷”。据
该区旅游部门统计，春节假期，零陵区共接待
游客32万余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1%；实现

旅游总收入1.8亿元，同比增长33%，均创历史
新高。

文化惠民，共享发展成果

书报亭、公共图书馆……如今，在零陵区
街道上，随时可见各种文化设施。

“完成农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85个、标准
化书屋80家、免费书报亭25个、自助图书馆2
个，实现了文体建设城乡全覆盖。”李立新告
诉记者，党的十九大以来，零陵区进一步加大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打造“文化零
陵”品牌，全面实施免费阅读、送戏下乡及春
节送春联活动等文化惠民工程。 今年春节期
间，柳宗元纪念馆、零陵区图书馆、零陵区文
化馆都进行了升级改造并重新向市民开放。

2018年， 零陵区体育馆也将进行升级改
造，投资5亿元的零陵区文体艺术中心也将开
工建设。该区将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全民
阅读”，更好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

古城兴起“文化热”

2017年首破接待游客3000万人次、旅游收入300亿元大关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

一阵轻微的颤动后， 客船在资兴市东
江湖大坝码头稳稳停住。“老船长” 何旌乐
走出驾驶舱，组织乘客下船登岸，不时用浑
厚的嗓音喊上一句：“走好嘞！ 注意安全
啊！”

2月28日，船上乘客多是回家过完春
节后返城工作的家乡人。 在上海航天局
工作的范林华每年带着妻儿回家过年，
几乎都是乘坐何旌乐的船，每次听到“老
船长”熟悉的嗓音，就知道离老家近了。
范林华这次返城， 他和另外几个乘客特
意多留了一会，和“老船长”道别：“老叔，
保重啊！明年回来，我们还想坐你的船回
家呢。”“行嘞，明年我不开船了，就在码
头上的调度室等你们回家。”何旌乐笑呵
呵地说。

何旌乐今年满60岁，
这位在东江湖客船驾驶
舱坚守了30年的“老船

长”，跑完这
次春运就要
退休了。他
是资兴市黄
草镇黄草村
人，16岁开
始在东江河
上放木排。
1986 年 东
江大坝关闸

蓄水后，就转行在东江湖上驾驶船舶，先前
开过货船、当过漂流船上的艄公，后来成为
东江湖水上客运公司客运驾驶员，一干30
年。他接送过的旅客超过400万人次，从未
出过安全事故。

春节期间乘客多， 何旌乐每天要在东
江大坝至黄草这条线上往返六七趟。

东江湖水域面积160平方公里， 独特
的小气候不时会给客船驾驶员带来挑战。
特别是大雾来临时，湖面上能见度很低，客
船驾驶员不仅技术要好， 还要高度集中注
意力。

“老何经验丰富，熟悉东江湖情况，遇
到异常天气也能很好应对。”资兴市地方海
事处纪检组长高慧介绍， 何旌乐带过的徒
弟有二三十个了。

何旌乐坐在驾驶位上， 双手稳稳把着
舵盘。“湖上行船，技术和经验都很重要，但
细心谨慎是第一位的。”何旌乐说，如果雾
大，先要注意控制船速，沿自己的航道靠右
行驶；还要随时观察前后左右有没有船，耳
朵时刻留意发动机的声响。

“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何旌乐说。

“老船长”安全航行30年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王源远 肖畅)3月7日，湘潭碱业有限公
司里的机器设备静默在绵绵细雨里， 不再
有往日的喧嚣。 这个因为环境问题已经停
产7个月的民营企业，曾一度成为湘乡市环
保整改之“痛”。“痛”则思“过”，“过”则“立
改”，一场“脱胎换骨”的环保提质攻坚战正
在龙城大地打响。

在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南期
间， 湘乡市共接到交办信访件81.5件。其
中，长江水库猪场退出、月山镇非法采洗砂
场关闭、 水府庙水库网箱栏库退出等信访
件办理效果凸显。但在整改问题清单中，湘
潭碱业被“点名”批评：监控设备运行不正
常，长期超标排放。

接到督察组的反馈意见后， 湘乡市高
度重视，对该企业进行了环境执法检查，发
现其在限产期间仍存在超标排放行为。随
后，召开专题会议、成立停产整治工作组、

举行听证会、聘请信访户做监督员、制定整
改方案、跟踪暗访等，各项工作均在稳步推
进中。

“在停产整治期间，我们投资了2200
多万元，完成了废水、废弃粉尘等问题的整
改，并签订了雨污分流彻底整治合同，预计
今年4月底前整改完毕。” 湘潭碱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伍刚告诉记者。

“我们痛定思痛 ，将以湘潭碱业的
整改作为典型案例 ，吸取教训 ，举一反
三，建立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严格监
管 、 严格执法 、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 !” 湘乡市市长周俊文说道。 据了解，
湘乡市将今年确定为生态环境保护攻
坚年， 通过实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污
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环境基础工作、
环境执法监管五大攻坚行动，努力实现
大地长绿、天空长蓝、碧水长流、土壤长
净。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李光

将肥料直接撒在土壤上， 再利用微耕
机翻土除草，肥料直接融入土壤中，操作简
便。3月5日， 在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陶
伊村有机肥代替化肥现场会上， 机械助力
翻土施肥的操作，引来参会者一致赞叹。

陶伊村是麻阳冰糖橙种植的发源
地， 现场会就在该村马路边的橙园内进
行。 麻阳清清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操作员
操作着微耕机，30分钟就翻好一亩土并
施好肥。

“小小农机大能量 !”参加现场会的岩
门镇冰糖橙种植大户谭湘品感慨地说，平
时靠人工，一亩地翻土、开沟、施肥没有3天
做不好。麻阳清清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路小兰介绍，微耕机投入翻耕作业，一个人
便可操作，体积小，重量轻，适合于林间山
地作业。

麻阳是“湖南水果之乡”， 柑橘种植
面积达32万亩， 还有各类特色小水果种

植7万多亩。今年，该县农机部门将果园
机械化作为重点来培育， 通过召开现场
会、组建服务队服务等方式，让农机助力
轻松种水果。

在现场，路小兰算了一笔账，平常按
照人工施肥、开沟、翻地等操作，每亩成
本至少400元，现在实施农机服务，每亩
只收取100元， 大大节省老百姓种植成
本。 麻阳被农业部列为柑橘有机肥替代
化肥示范县， 县里还为农民提供免费有
机肥。

路小兰的合作社现有农机具价值200
多万元，可提供种粮过程中耕田、插秧、飞
防、管理、收割、烘干等全程托管服务。今年
组建了果园机械化作业服务队，目前有9台
微耕机，可为橘农们提供开沟、翻地、施肥
等服务。

“接下来的1个月内，将完成1万亩的橘
林翻地、施肥。”路小兰信心满满地说，下一
步将发展生物飞防打药技术， 让农机进一
步代替人工。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李丽文 周银娥）“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
草香。”早春的娄底已是绿意盎然、生机勃
勃。近日，在娄底市第六个“全民义务植树
日”，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来到娄星区蛇形山
镇秋湖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乡村发展
添绿增彩。

在秋湖村已废弃的洪寺煤矿，700余
名党员干部和武警战士共完成复绿10余
亩，并在荒芜的河岸种上了一排排垂柳。
看着往昔的煤矸石滩变成了绿意盎然的
花园， 蛇形山镇林业站干部朱文胜感慨
地说：“新春上班就植树， 为全年造绿复

绿开了个好头，大家齐动手绿化家园、振
兴乡村！”

近年来， 围绕“天蓝地绿水净”目
标，娄底以绿色通道、绿化城区、绿化园
区、绿色创建、复绿造林等为重点，掀起
全域造绿大行动。 去年以来， 全市造林
绿化总投资达3.49亿元， 完成人工造林
15万亩，建设乡村绿化示范村176个。其
中，815个单位与211个村形成联村建绿
协作关系，223.11万人参加义务植树，完
成义务植树1022.6万株，打造了一批“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
村庄。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剑 阳琼

元宵节刚过， 隆回县荷田乡黄皮村村民
开始忙碌起来， 为村里新修小学。3月6日，记
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请了施工队，但是，不少
周边村民前来帮忙，搬砖、和泥沙，忙得不亦
乐乎。

支持教育， 在这个村成为一个长盛不衰
的传统。该村村支书欧阳明亮告诉记者，由于
村小学破旧，体育设施、教学设备等已经跟不
上发展需要。年前，他和邻近4个村召开联席
会议，决定重建新小学，当听说征地和围墙资
金需村里筹集，近3天时间，村民纷纷通过现
场或微信，捐款15万余元。

黄皮村是个贫瘠的小山村，距离乡政府8
公里，全村仅有320户，998人，却是个远近闻
名的“状元村”。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至
今先后走出了108位大学生， 其中研究生学

历就有15人，博士1人，留美1人。
黄皮村读书成风的历史要从1911年说

起。 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村民欧阳征
科，回乡创办了“黄皮岭两顶学校”，从而带领
村民文化学习的热潮。1952年，该村走出去参
加抗美援朝后回来的欧阳涛， 通过自学进入
清华大学学习，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更
是带动村民学习的热潮。 现在家家户户基本
上都有大学生。 一个家族培养出几个大学生
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知识改变命运，黄皮村穷，但是，读书是
我们的法宝。”欧阳明亮骄傲地说道。

为了不让一个贫困孩子失学，2月21日，欧
阳明亮牵头，成立“黄皮岭慈善会”，村民们纷纷
捐款，近3天时间，村民通过现金或微信捐款就
达到3万元。“我们准备将这个慈善事业坚持下
去，力争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为他们安心学
习做好后勤保障。”欧阳明亮表示。

湘乡环保“闻过即改”

“小小农机能量大”

煤矸石滩穿绿衣
娄底全民义务植树忙

隆回有个“状元村”
千人村走出百余大学生

3月4日，桂阳县方元镇茅粟村香桔湾生态农业建设项目，村民在进行果树挖坑、果苗种植。
方元镇是远近闻名的水果生产地。去年，该县打造农业生态果园基地，计划总投资3.68亿元，总
面积6000亩。目前已开发建设2000亩，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柑橘果苗种植。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桂阳生态农业建设项目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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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区文旅融合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