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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杨青

持续的阴雨天气，让蓝山县毛俊水库枢纽工
程施工进度放缓。“国家重点工程耽搁不得！”4月
29日一大早， 施工方负责人刘利军赶到工地，不
时抬头看看天，又打开手机查看未来几天的天气
预报，紧蹙的眉头依然没舒展开来。

毛俊水库是国家“十三五”期间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 今年已完成投资1.5亿元， 枢纽大坝工
程、 上坝公路和梅梅岭隧洞施工正在全力推进，
下半年灌区工程将全面开工。 整个工程建成后，
可有效解决湘南干旱问题。

着急的不止是刘利军一个人。“老刘，有什么
应对方案没？ ”得知工程进度放缓消息的毛俊水
库公司纪检组组长唐羽也匆匆赶来。

“雨天机械施工无法开展，但工停人不停，我
们正加足马力兴建项目部营地。”一见面，刘利军
提出调整项目施工计划。唐羽点头同意，“天气好

转立即按原计划施工。 ”
趁着雨歇间隙，来自益阳安化的机械师傅黄

文辉争分夺秒地将一车车水泥、沙子运送到营地
建设现场。“70后”泥瓦匠何德明刀起砖落，技艺
娴熟，“毛俊水库在湘江源头，这里山好水好空气
好，干活舒心！ ”

踏着泥泞的道路，施工员彭信勇仔细地对刚
完成的800多米路基边坡进行安全检查，“项目
部准备了28吨钢筋和300多方沙石料，50多名工
人正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施工。 ”

“N坐标准确，E坐标准确，Z坐标准确！”毛俊
水库工程部副部长唐国良和技术员陈作鹏正在
枢纽大坝冒雨复核原始地形数据，“无论晴天下
雨，我们都会坚守一线，要为毛俊水库精准施工
把好第一道关。 ”

“五一”小长假，刘利军和工友们仍然是每天
早上7时30分上岗，“上个月工程全面开工以来，项
目部没有一个人请假，全力备战毛俊水库建设。 ”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李黛

今年“五一”劳动节，长沙市第四水厂制水
车间主任郭全华和他的同事们仍坚守在一线，
对制水车间进行全盘巡查。 一年365天，每天4
次巡查，从早到晚，无论寒暑，每一个节假日都
是如此。

一个制水车间，8个沉淀池，52格砂滤池；
巡检、除冰、常规指标检测……对于郭全华来
说，用眼睛去检查水厂的每个角落，就像吃饭
睡觉一样，是每天例行的公事。 作为水厂制水
车间主任，郭师傅的工作要务就是保障自来水
水质的清洁， 巡厂检查是他最主要的工作环
节。“制水车间每个环节都有在线监测设备进
行监测，但设备毕竟是机器，难免有出现问题
的时候，因此需要有专人巡查，时刻盯着，以及
时处理问题。 ”郭师傅说。

军人出身的郭师傅，有着天然的纪律性和
责任心。 从2004年初来水厂时对业务知识的
起步摸索，至现在的车间主任岗位，在这条水

质维护的道路上，他已砥砺前行了14年。 郭师
傅说每逢冰雪天气最麻烦， 为了防止滑倒，每
次巡查都得拿着毯子铺满整个水池边的过道。
而在七八月的盛夏，又是另一种煎熬。 因为机
器的运作， 整个水池边的温度有40多摄氏度，
每天的巡查都在窒息的闷热中进行。

位于桐梓坡附近的四水厂，于1984年投产
使用，承担了周边80万居民的用水供应，是河
西的主水厂。郭师傅介绍，近年来，随着河西的
快速发展， 用水需求以每年超10%的速度增
长。 而在“五一”这样的节假日，水厂的日供水
已逾40万吨，在这样的时刻，往往是郭师傅及
同事们最忙碌的时候。

为了长沙市民的安全饮水，10几年来，郭
师傅不知舍弃了多少与自己的小家庭相伴的
时光。他也只能隔3年才回一趟山东老家，看望
年迈的父母；而身旁的爱人与孩子，他也无法
抽出更多时间陪伴。 他们用心、用情守护着这
方生命之源，用劳动者的力量源泉，泽润万家。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云龙 刘福华

5月1日， 永州市
金洞管理区林海阳光
普照，海拔1100米的
北斗岭瞭望台上，护
林员邓和平的眼睛跟
随高倍望远镜转动。

邓和平对记者
说，这两天天气晴好，
加上小长假游人多，
正是森林火情的高发
期，不能有丝毫松懈。

金洞管理区林业
局负责人刘金红介
绍，目前，虽然主要依
靠卫星监测森林火
情， 但一些情况比较
复杂的林区还需要人
工监测， 邓和平的监
测范围是眼前的5万
多亩林海。

邓和平今年 57
岁，1987年参加工作
至今， 在北斗岭瞭望
台工作了30多年，已
经记不清在瞭望台过
了多少个“五一”劳动

节。 他平淡地说：“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
当然要尽守职责。 ”

记者采访得知， 永州市土地总面积
222.89万公顷， 其中林地面积157.6万公
顷。 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推动永州旅游
不断发展，而这背后，有广大护林员默默
无闻的付出。 仅今年“五一”小长假，永州
市各级护林员全部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江华瑶族自治
县海拔1300米的尖子岭瞭望台值班的护
林员余宏亮，余宏亮的爷爷余德明、父亲
余锦柱分别是共和国第一代全国林业劳
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余宏亮告
诉记者， 他已经连续在山上值班一个多
月。“辛苦点没什么，只要林海安全！ ” 余
宏亮说。

永州航空护林站站长尹江明在电话
里对记者说，节日期间，我们没有放假，站
内M-171直升机对永州、郴州、邵阳南部
等的森林进行巡航，严防森林火灾。

�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江钻 肖旸）“五一”小长假今日收官，
铁路公路均迎来返程高峰。 从2日零时起，
高速公路将恢复收费模式， 建议小车车主
提前预留好下高速时间。

据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
心介绍，1日下午起， 全省高速公路迎来
返程高峰。 其中，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株
洲段、衡阳段，沪昆高速湘潭段、邵阳段，
长张高速长益段，二广高速常德段，岳临
高速湘潭段， 以及长韶娄高速、 长浏高
速、益阳南线高速车流量较大。 预计假期

全省高速车流为868万辆次左右，同比增
长约6%。

广铁集团发布，“五一”小长假期间，广
铁集团共发送旅客695万人次， 同比增长
9%，其中高铁客运量占近七成。其中1日当
天为假期出行最高峰， 当日长沙南站发送
旅客12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小长假期间，从长沙乘飞机往北京、上
海、成都的旅客最多，其次为银川、哈尔滨、
西安等知名旅游城市。 南航湖南分公司统
计，“五一” 假期， 长沙出港客流同比增长
5.7%，张家界出港客流同比增幅达18%。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孟姣燕）携
程旅游平台今天发布的《五一小长假旅游
大数据报告》显示，湖南游客报名参加各类
国内游、出境游产品热度高，到达全国22个
省市、全球17个国家90个目的地城市。

湖南人最爱去境外哪些城市？ 报告显示，
芽庄、曼谷、大阪、芭堤雅、内罗毕、巴厘岛、吉
隆坡、法兰克福、澳门、美娜多、新加坡、墨尔本
等人气最旺，湖南人对东南亚海岛情有独钟。

湖南人去往的国内旅游目的地，海南、
广西、云南、广东、四川、北京、内蒙古、福
建、江西、浙江是最热门的省市。

武陵源核心景区上榜“国内热门景区
排行榜”。 根据携程门票的数据，国内十大
收费热门景区有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北京
故宫、峨眉山、黄山风景区、长隆野生动物
世界、武陵源核心、乌镇、秦始皇兵马俑博
物馆、杭州宋城景区、都江堰景区。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李桂香）“五一”假期，近200名建设工人，
加班加点奋战在南洞庭大桥建设工地。

目前， 南洞庭大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预计今年12月底通车。

4月30日， 在南洞庭大桥35、36#主墩
上，工人正在焊接无索区支架，为两主塔钢
箱梁的顺利架设做准备。 接下来，项目部将
紧抓汛期前晴好天气，重点推进两主墩钢箱
梁的吊装作业。

由湖南路桥集团承建的南洞庭大桥是

南益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主桥斜拉桥全长
813.9米，单跨450米，塔高162米，最大桩长
106米，是我省在建最大跨径、最大桩长的斜
拉桥。

南县至益阳高速公路(简称“南益高速”)，
是湖南高速公路网规划南县至常宁高速公路
中的北段。 南北走向，起于南县程家山，接已
建的岳阳至常德高速公路，往南经茅草街、沅
江，止于益阳市资阳区，与已建的益阳至常德
高速公路相接，并顺接益阳绕城高速公路，全
长86.72公里。

毛俊水库工程建设忙

长沙市第四水厂制水车间主任郭全华3年才回一趟老家———

守护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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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零时起高速公路恢复收费
铁路民航客流和高速车流均同比增长

“五一”小长假玩转全球90个城市
湖南人对东南亚海岛情有独钟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文丽）“五一”小长假，韶山红色旅游红
火， 核心景区游人如织， 旅游秩序井然有
序。 据统计，4月29日至5月1日下午3时，韶
山各景点接待游客28.38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 收 入 8597万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65%、12.28%。

为确保道路畅通，“五一”期间，韶山市
公安局每天出动近百名警力， 在韶山大道
高新区路口、东方红路与红旗路交叉路口、
如意路天鹅路口、 竹鸡塅路口等处实施交
通管制。交警们放弃节假日休息，不顾日晒

雨淋，每天按时坚守在岗位上，创造安全畅
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五一”期间，韶山市机关工委组织全
市56个机关单位和乡镇的900多名党员干
部组成“映山红”志愿者，在核心景区和各
主要路段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来韶游客
提供咨询、问路、文明劝导等。

“来韶山旅游真正体会到‘宾至如归’的
感觉，到处能看到警察的身影，到处能遇上
热心的志愿者，环境舒适风景美丽，让我们
感到很安全、很温馨，韶山的景美人更美！ ”
第一次来到韶山参观的戴女士满意地说。

�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田育才 宁
奎） 5月1日，“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在武
陵源核心景区金鞭溪、天子山、黄石寨等景
点，游人如织，人们尽情享受着假期的轻松
与闲雅。“五一”小长假，张家界共接待游客
168.55万人次，同比增长16.27%，实现旅游
收入7.73亿元，同比增长19.05%。

“五一”假期，张家界旅游发展态势由
景区景点旅游模式逐渐走向全域旅游模
式，节日旅游新产品、新景点的推出和旅游
产品供给的极大丰富， 对接了人们广泛多
元的旅游需求，释放了巨大消费潜力。

赏峰林，游秀水，探奇洞。 晴雨相间的
天气，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惊喜不已，既感受
到张家界的春意浓浓， 又欣赏到武陵源峰
林间云雾飘渺， 天门山顶云海翻涌。 据统
计，3天假期， 武陵源核心景区接待游客

85434人次，天门山景区接待游客69363人
次，大峡谷景区接待游客49845人次，黄龙
洞景区接待游客18132人次。

景区风光引人入胜，民俗文化同样热捧。
“天门狐仙”“魅力湘西” 等民俗演艺场所，平
均容纳近3000人的各大剧场座无虚席，场场
爆满。 土家风情园、溪布街等民俗文化景区，
浓郁的土家风情引得众多游客游兴不减。 其
中，土家风情园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9.53%，溪
布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8.95%。

随着全域旅游的深入推进，假日期间，该
市的“苏木绰”、老道湾、五雷山、禾田居、洪家
关美丽乡村等自然风光， 也吸引了不少的周
边游客，或是全家出行、或是朋友结伴，大家
走进大自然， 爬山、 骑行、 踏青、 烧烤、玩
水———观赏春色美景，享受天然氧吧，放松疲
惫身心，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

“五一”小长假

韶山游客达28万多人次

张家界：全域旅游激发出游热情
小长假接待游客逾168万人次

南洞庭大桥完成80%工程量
预计今年12月底通车

凤凰古城
迎“五一”
旅游高峰

4月30日，游客在凤
凰古城沱江沿岸观赏夜
景。“五一”小长假，凤凰
古城迎来旅游小高峰。
当地交通安全、 执法管
理、 旅游服务等相关部
门加强值班， 确保游客
安全有序游览。

滕建康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长沙市农旅、工旅、商旅融合

多点开花， 全域旅游效果初显。宁
乡沩山密印寺、 浏阳文家市纪念
馆、望城柏乐园等成为长沙吸引省
内外游客观光休闲、 亲子研学、户
外探险的旅游目的地。

在永州，零陵区在柳宗元文化
旅游区、东山景区、零陵古城开展
花鼓戏、零陵渔鼓等“非遗”表演进
景区活动；江永县特别策划的“花
样闺蜜女书游” 备受女性游客青

睐；江华水口镇瑶都水街举办的结
发梳艺术雕塑揭幕仪式吸引了八
方来客。

沅陵县突出“水上牧场”主阵
地的同时，以借母溪为龙头的沅陵
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借母溪景区内
人气高涨，大型实景演出剧目《狃
子花开》更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全省各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旅游商品被游客争相购买收藏，旅
游演出更是成为“吸金”法宝，刺激
带动了旅游消费。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水面是表象，根源在岸上。”为

更好地恢复湿地生态， 加强湿地功
能。君山区还从农业、工业、生活等方
面对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整治，减少各
类污染源。 该区大力推进封洲禁牧、
生态补偿、 农业投入品管控等行动，
对工业园门槛生态提标，对全区污水
处理厂及垃圾中运站全面系统建设。
该区投入1000多万元， 对因非法种
植莲藕，被蚕食候鸟主要繁殖和栖息
地的4000亩采桑湖进行生态修复及
改良。并先后对区内的286户生猪养
殖户实现退养， 拆除栏舍面积20.38

万多平方米；清除所有湖、河里的养
殖网箱35.03万平方米； 关停取缔境
内洞庭湖上的餐饮渔船、湿地范围内
的游乐经营场所；对28家环保不达标
企业进行停产或整改……

据悉，通过综合治理，随着君山
华龙湿地逐步显现，洞庭湖湿地生态
环境得到全面恢复，在此栖息的动物
越来越多。2018年， 洞庭湖越冬候鸟
达到22.64万只，比上年增加了18.9%。
野生麋鹿由2012年的65头， 增加到
2017年的164头； 长江江豚监测记录
数量也达到220头， 君山华龙湿地更
是成了江豚生活的最佳栖息地。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吐鲁番市高昌区向南不足20公里

的恰特喀勒乡公相村，“湖南援疆林”
的石碑在一片树林中挺立。 由于风沙
严重，30多年来，该村已被迫搬迁3次。
不屈的公相村人奋起抗争，建起了1万
多亩的防沙林， 遏制了沙漠推进的势
头。2017年3月， 湖南援疆前方指挥部
指挥长、 吐鲁番市委副书记颜海林看
到这种情况，毅然决定增援，全体援疆
队员们加入进来， 和公相村人一起保
卫家园。 一年多过去了，300多亩梭梭
树长了起来。湖南援疆林规划1000亩，
援疆队员们打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
批一批地种下去。

在湖南，插根棍子都能长出叶。吐
鲁番缺水、夏季炎热，植树可真是不容
易！当地人说：“种活一棵树，比养孩子
还难。”得先在沙地上挖出深坑，再填
土，再种树苗。然后，还得铺管、滴灌。
由于风大，滴管经常被吹乱，得重新固
定在树蔸上；由于温差大，老化快，滴
管每年都得换一次。

驱车吐鲁番市托克逊县的大街上，

忽然发现一辆公共汽车的尾部玻璃上，
也喷着“湖南援助”4个字。湖南援疆前方
指挥部成员、 托克逊县委副书记文建军
介绍说，这是他们援助的8路公交车。

湖南援建的家门口就业基地———
吐鲁番市茹克萨尔民族刺绣农民专业
合作社门前， 当地村民自发竖起一块
感谢湖南援疆的宣传标识牌， 下方一
行小字：“自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成立以来始终援建”。援疆队员们笑着
说，“始终”两个字用得好啊，有始又有
终。 这也见证了吐鲁番人民对湖南人
民的友谊和信任， 并希望两地保持长
相交往的美好愿望。

铭刻在吐鲁番人民心中
的印记，是大爱无疆的情谊

20年来， 我省把每年财政收入的千
分之三，投到了吐鲁番；每年，还有不少
计划外资金，也在这里倾注。这些援助，
在大地上留下烙印的， 只是极少的一部
分；更多的印记，铭刻在吐鲁番各族人
民的心中，留在吐鲁番的发展史上。

4月20日， 记者从长沙乘飞机，直

飞吐鲁番，4个多小时就到了。在以前，
这是不可想象的———乘飞机到乌鲁木
齐，再乘其他交通工具到吐鲁番，得10
个多小时。

直飞航线，我省援建。去年4月17
日，直飞航线开通，湖南补贴航线资金
1000多万元。此外，我省还协助当地开
通了吐鲁番-郑州、 天津-吐鲁番-伊
犁、 喀什-吐鲁番-西安等7条航线，直
飞全国13个城市； 协调加密乌鲁木齐
至吐鲁番动车频次。巨大的客流，源源
不断地涌向吐鲁番。

4月25日，记者走进吐鲁番市鄯善
县的库木塔格沙漠风景名胜区， 扑面
而来的，不仅有大漠黄沙的热浪，更有
蓬勃发展的强劲气息。不是周末，不是
节假日，沙漠里游人如织，摆渡车上乘
客满员。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沙山冲
浪，骆驼骑行。人们兴致盎然，流连忘
返。

湖南援疆前方指挥部成员、 鄯善
县委副书记尹立鑫告诉记者， 湖南卫
视的电视节目《我们来了》，让这里变
得广为人知。 去年， 接待游客48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38.53%；门票收入1108
万元，比上年增长42.16%。

60多万吐鲁番各族同胞， 不论男

女老幼，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量出了深情厚谊。 他们说：“湖南人在
这里做的实事， 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
样，数也数不清。”

4月23日早上， 在吐鲁番市高昌
区三堡乡曼古布拉克村双语幼儿园，
可爱的维吾尔小朋友正在吃早点，看
到记者们来了， 园长坎白尼沙·依明
江大声地对小朋友们说：“谢谢湖南
的朋友们！ 帮我们建起了漂亮的房
子，买了这么多玩具！”小朋友们响亮
地鼓起掌来。

吐鲁番市委书记张文胜满含深情
地说， 湖南省在吐鲁番相继援建了安
居富民房、医院、学校、幼儿园等一大
批惠民项目， 选派了一批又一批三湘
儿女参与吐鲁番的发展建设， 吐鲁番
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
怀， 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吐鲁番市长买
买提明·卡德非常动情，他说：“湖南省
自身发展、脱贫攻坚的任务也很繁重，
仍然十分关心和支持吐鲁番， 湖湘儿
女对吐鲁番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永
远铭记在各族人民的心里！”

大爱无疆，深流水静。铭刻在吐鲁
番人民心中的印记，永远不可磨灭！

不可磨灭的印记

“五一”，劳动者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