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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4月8日，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人
们感叹：“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了！” 其实，在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正
在通过各种形式实践着， 使锦绣潇湘愈发多
姿多彩，妖娆多娇。

最早牵手：世遗引领 红色示范
时间回溯到2010年10月23日。在世界自

然遗产地张家界，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和湖南
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
节。第一次，由张家界的亿万峰林作证，文化
和旅游牵手飞向梦想。第一次，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对中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
影响、 作出显著贡献的文化与艺术作品颁发
了“文化旅游发展贡献奖”。第一次，湖南献上
11张文化旅游名片：炎帝陵、舜帝陵、岳麓书
院、 岳阳楼、韶山、南岳、长沙、凤凰、洪江古
商城、湖南省博物馆、张家界。

早在2004年，湖南就率先让红色旅游和
文化紧密结合，举办了首届中国（湖南）红色
旅游文化节，每年一届。红色旅游文化节成了
全国响当当的品牌节会，让“锦绣潇湘 伟人
故里”享誉全国，并充分发挥了红色旅游脱贫
致富、革命传统教育等综合功能。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需要“领头雁”。2013
年至2017年，省财政向13个文化旅游产业重
点县下拨扶持资金21.9亿元， 使这13个县的
文化旅游产业保持20%以上的强劲增长势
头， 旅游总收入在GDP总量中的比重达40%
以上。

紧密融合：文化重生 旅游升级
文化吸引游客，旅游让文化重生。2011

年5月19日，我国首个“中国旅游日”，洪江
古商城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开发正式启动。
几年过去，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等联合组建的洪江古商城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古商城建筑修缮、保护，
文化挖掘、提升，原被历史遗忘的“中国第
一古商城”重获新生，成为文化和旅游融合
的典范。

文旅融合，脚步铿锵。
2017年3月， 省发改委宣布首批将重点

建设30个文化旅游项目。
2017年7月，炭河古城在宁乡重生，它和

大型歌舞《炭河千古情》讲述湖南青铜文化。
2017年8月，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人们在这里欣赏世界上最大的“芙蓉
花” 建筑和高雅的艺术演出。2017年9月，闭
园改造的桃花源景区正式开园， 山水实景演
出《桃花源记》尽显桃源梦境。2017年11月28
日，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放，新陈列、新展区、
高科技让灿烂的湖湘文化一个下午就涌进
1.3万名参观者。

文旅融合，旅游升级。
湘西大山里的老司城遗址正努力升级成

世界文化遗产公园。4月30日， 陶瓷文化旅游
中心醴陵瓷谷的二期工程，中国陶瓷谷瓷器口
文化街开街，千年瓷城醴陵，一街尽览。进入夏
天，投资90亿元的美丽中国·长沙文化产业示
范园第一期“东方神画”主题园即将开园。

一批批文化旅游项目让灿烂久远的湖湘
文化重放异彩， 并通过游客的传播， 输出了
“锦绣潇湘”品牌，扩大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力。

深度融合：全域旅游 优质体验
旅游从观光到休闲， 从门票经济到体验

经济，从单一景区到全域旅游，文旅的深度融
合，为人们贡献了更多有内涵的旅游目的地。

2015年深圳文博会上，12个湖湘风情文
化旅游小镇通过高科技手段亮相，关注者众。
至今年， 省旅发委和省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办
公室已创建推出四批共62个湖湘风情文化旅
游小镇，为游客提供了旅游新选择。

2017年深圳文博会上，大湘西13条文化
生态旅游精品线路、 全省500个特色旅游村
中的精品， 包括十八洞村的旅游精准扶贫再
次展现了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硕果。近年来，大
湘西、 大湘东、 环洞庭湖文化旅游的项目建
设、线路推广一波接一波，为我省旅游扶贫攻
坚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文化先行，文化为魂”。雪峰山文化旅游
成为湖南文旅深度融合一道亮丽风景。湖南雪
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黎明介绍，在
开发雪峰山旅游过程中，短短三年时间，公司
打造2个3A景区和1个4A景区，每年举办了农
耕稻作文化、传统腊八节、元宵百龙会等传统
文化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如今雪峰山
游人趋之若鹜， 成了异常火爆的旅游目的地，
今年五一小长假，游人就达15万人次。

2017年，“全域旅游”首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文化和旅游走向深度融合。传统村
落、文物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文化场所建设纳入旅
游， 游客的旅游体验更丰富更有品质也更个
性化。鼓文化节、山歌节、芦笙节、盘王节等独
具湖湘民族特色的节日吸引游客一来再来；
《天门狐仙》《烟雨张家界》《魅力湘西》《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 等精彩演艺节目让游客住下
来。2017年4月，首届锦绣潇湘乡村文旅创客
大奖赛开赛，同时，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举行颁奖典礼， 优秀的文创产品延长了旅
游产业链。

放眼望去， 湖南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正进
入加速发展阶段。

沈德良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
功。继年初下发《关于在全省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深入开展“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
大调研活动的通知》后，省委办公厅日前再
次下发通知， 要求进一步增强调查研究实
效， 充分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调查
研究中的表率作用， 注重有的放矢开展调
查研究，并推动大调研活动深入开展。

重视调查研究， 是我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 毛泽东同志非
常重视调查研究， 在革命战争年代撰写了
许多调查研究名篇，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 对我国社会进行了鞭辟入
里的分析， 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作出了
巨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调查研究，并把它置于 “谋事之基 、成
事之道”的高度 ，一再告诫全党同志 ，研究
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刻舟求剑不行，
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
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中央 “八项规定 ”对
改进调查研究作出了详尽而明确的要求。

调查研究的过程， 其实就是深入思考问
题的过程。今年“五一”节期间，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调研长沙轨道交通
情况时发现，尽管是“五一”小长假，但城际列
车的上座率不高，车厢内显得有些空荡。通过
实地调研，他当场开出了“小编组、高密度、公
交化”开行，加快推进票务系统兼容和“一卡
通”等在内的“药方”，目的是尽快让这一重大
基础设施工程， 在推进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
发挥“助推器”的功能。

提升调查研究的实效， 就要力戒形式
主义的做派， 真正做到不发通知、 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
插现场。4月份，杜家毫 、许达哲 、李微微等
20位省领导，分赴全省40个国家重点(片区)
县开展专题调研，点对点了解基层实情，面
对面倾听群众呼声，心贴心帮助化解难题，
为推动整个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带了个
好头。

当前， 我省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节点 ，无论是打赢 “三大攻坚战 ”、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年 ”建设 ，还是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抑或改善民生需求等，都可能遭遇
新的矛盾、面临全新的挑战。领导干部只有
扑下“身子 ”深入基层一线 ，才能了解到最
全面的信息 ；只有放下 “架子 ”深入到群众
中去，才能获得最真实的信息，为正确决策
找到准确的依据。

向高质量的调查研究要成效
三湘时评

“诗和远方”珠联璧合
———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纪实之二

创新开放 融合发展
———走近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久雨初晴，春日的阳光照耀下，石门县雁
池乡韦家湾村茶园充满生机。 远处的山间云
开雾霁，峰峦起伏，西山垭有机茶基地就置身
于这美丽的山水画中。

万绿丛中， 一位中年男子， 时而修剪茶
树，时而除草移苗……他就是今年“湖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湘字号”工艺大师(湘
茶）、西山垭有机茶基地的创办人冷建国。

作为一位石门茶人， 冷建国十几年如一
日，用汗水换来扑鼻茶香。2017年5月，在由
湖南省总工会主办的“湘字号”传统技艺工匠
竞赛湘茶技能竞赛决赛中，他获得了冠军。

冷建国的家乡位于海拔800米大山深
处，是茶叶老产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制茶
的“老把式”。耳濡目染下，冷建国从小就认定
了自己的“茶”路。

那时候制茶仅靠人力手工，一天只能制几
斤粗茶。手艺好的，售价就高，差的则卖不起价。
用好手艺制好茶，是冷建国当时的愿望。

“怕吃苦，怕流汗，就得不到真传。”这是
茶叶专家赵庸健在收冷建国为徒时， 给他的
一句忠告。这句话始终铭刻在冷建国的心里。

28寸高的灶台，高达200摄氏度的炒锅，
赤手在锅中不停地翻炒茶叶， 每一步骤是否
到达火候全凭经验，丝毫不敢怠慢。

手工制2斤干茶需要炒10个多小时，人站
上去，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汗流浃背，一道茶
炒完， 冷建国全身没有一根干纱。 从灶台下

来， 他的身子像散了架一样， 连走路都很吃
力。

汗水换来的是技艺的提高。 冷建国从师
两年，他收获了采集、杀青、揉捻、干燥等全套
制茶技艺。

独当一面后， 冷建国的手工制茶水平异
常稳定，每批茶都成了优质品。

“创业艰难，只要自己不畏难，就会干出
名堂来。”困难时，冷建国对自己却有信心。

1993年， 当时的茶厂因质量、 销售等问
题，已经办不下去了。面对困境，冷建国决定
自己创业，当年，他才21岁。

创业初期，冷建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
请制茶经验丰富的师傅把质量关。当时，他和两
位师傅挨家挨户去收茶，保证原材料；没有资
金，他就贷款购买制茶设备；没有销路，他拿着
制作好的茶叶，主动送到各茶商手中……

当时，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吃了多少闭
门羹。所受的委屈和吃到的苦头，只有他们自
己明白。

当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茶叶被商家接受
时，冷建国顿时觉得付出的辛苦有了价值。从
此，冷建国的手工作坊越做越大，他的产品也
越来越赢得茶商的青睐。

“传统技艺，虽然优势明显，但相对而言，
生产效率却不高。”经过反复思考后，冷建国
决定采用机器制茶。

1997年，冷建国拿出全部积蓄，从浙江买
来制茶设备，开始机器制茶。

由于工人不懂机器操作， 且担心茶叶质

量，一部分工人自动离开了茶厂。
面对困难，冷建国一方面培训工人，快速

掌握机器操作； 另一方面大力开发适合机器
制茶的新品，研制名优茶。最终，冷建国机改
成功，茶叶产量倍增，且质量较手工制茶有明
显提升。

在冷建国的心里， 有件事一直使他念念
不忘，就是“复活”石门名茶“牛抵茶”。

在宋代，“牛抵茶”被列为贡品。据《茶经》
对“牛抵茶”记载：芽头肥壮，形似牛角，银毫
显露，色泽翠绿。泡入杯中，叶柄朝下，芽尖向
上，不落杯底，不浮水面，叶叶相碰，宛如两牛
抵角。

而这款名茶早在700多年以前已失传。
冷建国却看到了“牛抵茶”的珍贵价值。他一
心要“复活”这款名茶。

他以石门银峰为研究样茶， 查阅了大量
的古籍资料，并向老一辈的制茶人学习请教。
经过将近一年艰苦努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
基本掌握了制作“牛抵茶”的工序。

“牛抵茶”的原料特别稀少且难得，每年
采摘的时节性非常强，两到三天就须采摘完。
白天采回的茶叶，冷建国便当即动手制作，一
刻都不耽误。为了赶时间，他几天几夜不离茶
厂司空见惯。

为了重现“不落杯底，不浮水面”这一句，
冷建国花费了十余年才将它完全复原。 经过
苦心研制，最后纯手工炒制成功的“牛抵茶”，
基本复原了书中描述的形貌。 这款名茶，于
2006年实现量产，推向市场。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通讯员 容畅 记
者 刘文韬）5月4日上午， 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柯敏参加省人大代表天心区小组活
动，就《关于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加速长株
潭城际铁路‘地铁化’的建议》开展专题调
研。

调研组乘坐了长沙至湘潭的城际列
车，体验了长株潭城际铁路的购票、乘车过
程， 召开座谈会听取了省国资委、 省发改
委、省交通运输厅、广铁集团和湖南城际铁
路有限公司关于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会
上， 代表对相关单位的建议办理工作表示
满意， 并就进一步优化城际铁路的运营和

管理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王柯敏对代表小组活动的选题和组织

等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代表小组专题调
研与代表建议办理结合起来，形式好，效果
实， 是代表依法开展闭会期间活动的一次
探索和创新，可复制可推广。长株潭城际铁
路优化运营，事关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战略，
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各相
关单位要自觉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办
理代表建议转换成推动落实省委、 省政府
战略部署的生动实践。

专题调研与建议办理相结合
王柯敏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活动

湖南日报5月7日讯（沈正）根据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的要求，5月5
日副省长陈飞与省直有关部门和岳阳市的
相关负责同志， 在岳阳落实长江岸线湖南
段专项整治工作。

陈飞一行登上海事执法船， 自华容县
至临湘市，一路仔细查看码头整治、岸线复
绿等情况。

陈飞指出，163公里长江岸线湖南段是
我省重要的防洪线、生态线和融入“长江经
济带”“一带一路”的出入线。要深刻领会、坚
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和岳阳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形成“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强大合力，坚决打好码头
整治战，把163公里建成最美长江岸线。

陈飞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科学制定
方案，切实落实港口码头“关、停、并、转”责
任，三个月限期完成第一阶段各项任务。要
加强统筹协调，抓好督促检查，以实际行动
落实整治要求。 要以长江岸线湖南段码头
整治为契机， 科学谋划码头整治工作向洞
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水延伸， 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指示在湖南落实好，确保我省江河健康，
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陈飞在岳阳落实长江岸线湖南段专项整治工作时强调

坚决打好码头整治战
把163公里建成最美长江岸线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见习记者 刘笑
雪）今天下午，长株潭城际铁路与石长铁路
联络线项目获省政府常务会议批准立项。

按照项目规划， 线路自长沙西站引出
后，向西北跨越长益常高铁、长益高速复线
后，以隧道形式穿越乌山，尔后下穿长益高
速复线，接入石长铁路乌山站，线路正线全
长9.16公里，新设乌山站，建设工期1.5年。
同时， 项目拟扩建既有长沙城际动车运用
所，在原预留位置新建6条存车线，增加12
列4编组动车组。

据测算，项目建成后，联络线可将现已
开行的石长铁路动车组快捷引入长株潭城
际铁路长沙站， 承担长益常区间城际客流
任务，大量开行长沙、株洲、湘潭至益阳、常
德方向的城际列车，更加方便老百姓出行，
完善长株潭城际铁路网。同时，动车组可通
过城际铁路和联络线直接上行石长铁路，
避开捞刀河片区， 有效解决京广铁路捞刀
河站至长沙站区间能力瓶颈问题。

截至目前， 该项目规划选址、 土地预
审、接轨审查等均已获批。

长株潭城际铁路与石长铁路
联络线项目获批立项

线路正线全长9.16公里 建设工期1.5年

“老把式”苦研名茶
———记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湘字号”工艺大师(湘茶）冷建国

湖湘工匠

长沙湘江南路添新绿
5月7日， 航拍长沙市天心滨江公园。 天心滨江公园地处长沙市湘江南路东侧， 占地约25公顷， 于2015年启动建设。 公园集开放性、 观

赏性、 游乐性、 休闲性于一体， 目前已全部建成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国金中心由香港九龙仓集团投资开

发，集大型高端商场、甲级写字楼、五星
级酒店等多种商业业态于一体。 据了解，
目前 ,项目已签约商户370家，包括巴黎世
家、古驰、麦丝玛拉、普拉达等181家国际
知名品牌，其中 ,蒂芙尼、圣罗兰、特斯拉
等69家高端品牌商户是首次进驻长沙。
项目集合了娱乐购物、生活时尚、文化餐

饮等一站式体验， 预计年营业额将超过
50亿元，将提供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其
七层的空中雕塑花园、艺术廊将长期举办
艺术展和文化交流活动，为长沙市民感受
多元文化、融入国际化互动提供丰富的体
验方式，成为我省现代高端服务业的新集
聚点。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副省
长何报翔到场见证项目开业运营。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根据安排，专项督查组将对我省长沙、

岳阳和郴州进行现场督查。据悉，现场督查
工作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形成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情况统计表和问题清单，实行“拉条
挂账，逐个销号”式管理；9月至10月，对问
题整改情况进行巡查，提出约谈建议；10月
至12月， 对问题严重的城市人民政府进行
约谈，对约谈后整改不力的城市，开展环境

保护专项督察。
专项督查组将受理长沙、岳阳、郴州三

市黑臭水体整治方面的来电和微信举报。
长沙市举报电话0731-84777666；岳阳市举
报电话0730-8879786， 周末时间正常受
理；郴州市工作日举报电话0735-2815562，
晚上、节假日期间举报电话0735-12319。市
民还可通过关注“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微
信公众号进行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