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年年端午祭屈子， 岁岁龙舟缅先贤。6月
18日上午， 第十四届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
启动仪式暨《屈原》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汨罗
市屈子祠离骚广场举行。

当天7时许，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屈子祠
脚下的离骚广场，或占据山坡有利地形，或在
香草湖堤边席地而坐。 香草湖上早已有10余
艘龙舟集结，正在紧张赛前热身。

9时08分， 离骚广场鼓乐齐鸣。“一条江，因
为容纳了一具忠骨，从此荡漾了英雄无数……”
启动仪式在朗诵《大江赞》和鼓舞《中国龙》中

拉开序幕，少年稚嫩而虔诚的朗诵，震撼全场
的铿锵大鼓，传递着人们缅怀屈子、牢记传承
的豪迈之气；民俗表演《巫风楚俗》，将传承千
年的“打猖”巫傩文化精彩呈现在观众眼前；
情景歌舞《闹端阳》《端午龙舟》，讲述着汨罗
江畔端午习俗。

10时05分，13支来自汨罗市各部门单位及
乡镇的龙舟队，在汨罗江香草湖展开激烈角逐。
组建于1988年的汨罗屈子女子龙舟队，是此次
参赛的唯一一支女队。为何女子与男儿同场竞
技？“勇往直前，步调一致，上下求索，我们可是
半边天。”队员翁艳红手握龙桨目光坚定。

初赛，复赛，决赛，经过近1个半小时的紧

张争夺， 屈子祠镇新义村龙舟队和汨罗市教
育体育局龙舟队分获乡镇、机关标准龙舟200
米直道竞速第一名。

11时30分，“汨罗江土八道千人宴” 在屈
子文化园内热闹开席。金黄软糯的丸子、香而
不腻的猪肉炖粉皮等8道菜， 两道为一季，寓
意着四季丰收。 这来源于乡邻间增进感情的
餐饮文化。“土八道千人宴让我找到了儿时在
乡下吃红白喜宴的感觉。”市民胡凤咂巴着小
嘴，“真香！真甜！”

据了解，第一届“屈原杯”汨罗江国际龙
舟拉力赛将于本月28日至29日在汨罗举办，
届时，汨罗江将上演更为精彩的龙舟竞渡。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何顺）今天一大早，正在祁阳县各街
道值班的环卫工人， 收到2000多个热气腾腾
的“爱心粽”；双牌县广大干部职工深入社区、
农村，把“爱心粽”和礼物送给留守儿童、孤寡
老人……

为让广大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困难群
众等， 在节日期间感受到社会的关爱。6月
16日以来，永州各界爱心人士、志愿者、党员
干部广泛开展送“爱心粽”活动。该市冷水滩
区永爱志愿者开展了“我在社区有个娃”活
动，志愿者与社区留守儿童、贫困学生一道

学习传统文化，共度端午佳节。新田县个私
协会的党员们，自掏腰包购买粽子、食用油
等生活用品， 来到乡镇敬老院看望孤寡老
人。 金洞管理区广大党员干部在端午节这
天，主动走访慰问贫困户。

据该市民政等部门获悉，端午期间，永州
市各界爱心人士、干部群众走访慰问、看望留
守儿童、贫困学生、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等2万
余人次。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五月端阳看龙舟，船上健儿汗水稠。五
千年的图腾在水里疾走， 岸上的人儿乐得合
不拢口……”今天，衡东县吴集镇杨梓坪村的
乡亲们相互邀约， 与邻村村民以龙舟竞赛的
方式欢庆端午佳节，比拼“新时代、新农民”的

精气神。
据介绍，杨梓坪村全村现有人口近9000人，

是衡阳市最大的村庄。这次该村举办龙舟邀请
赛，来自洣水、湘江流域15支龙舟队参赛。

今天上午9时，杨梓坪村首届龙舟邀请赛
在洣水河精彩上演，16支龙舟队展开激烈角

逐。飞驰的龙舟，像飞箭一般，快速前行。
冲线了！经过两轮8组的激烈角逐，双园

队勇夺冠军。据了解，这次龙舟赛除规模大，
参与人数众多外， 是一场均由相邻几个村互
相邀请、自发组织的乡村赛事。

近几年，杨梓坪村通过新农村建设，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举办这次乡村龙舟赛，就是为
了让富裕起来的农民追求健康时尚的文化生
活，激发大家在新时代有新作为。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新修好的邵阳县塘渡口镇岐山公路，
车辆往来如梭； 九公桥镇敬老院项目工
地，施工热火朝天；白仓镇塘代村红薯粉
加工车间， 一件件产品从生产线上鱼贯
而出……这些，都是近两年浏阳市参与援
建或资金帮扶的扶贫项目。6月5日，浏阳市
委主要负责人第三次率队来到邵阳县开展
对口帮扶。大家到项目上走访、座谈，启动
教育助学基金，见证喜人的一幕幕。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浏阳作
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市）与贫困县邵阳县开
展“携手奔小康”行动，实行对口帮扶。

近两年来，浏阳抓住产业帮扶、设施援
建、劳务协作三大关键，出人出力出资，精
准帮扶结硕果。

“我们引导、鼓励天地恒一制药有限公
司、 蜜蜂哥哥等龙头企业到邵阳县投资兴
业。通过建立原材料基地、发展扶贫产业等
模式，带动农户种植九节茶、养殖蜜蜂，带
动贫困群众增收。”浏阳市扶贫办负责人告
诉记者。

总投资510万元的九公桥镇敬老院项
目， 是浏阳市对口帮扶邵阳县的首个民生
设施项目。作为邵阳县标准最高、硬件设施
最完善的区域性敬老院， 九公桥镇敬老院
将于今年10月完工。年底前，120余名老人
就能高高兴兴搬离危房、住进新家了。

“向邵阳县派出扶贫干部的同时，浏阳
市已于2017年投入帮扶资金1000万元，并
且明确了7个财税过亿元乡镇（街道）对口
帮扶邵阳县7个贫困村。” 浏阳市有关负责

人说，在4年对口帮扶中，他们拟投入资金
4000万元以上，并将逐年递增。

“现在每个月能拿到4000多元工资。”
6月8日下午，记者在蓝思科技浏阳基地见
到陈情时， 他正在物料房忙着分发车间生
产物料。

邵阳县就业服务局局长彭云峰介绍，
与陈情同为邵阳县五峰铺镇人的杨祖玉，
是另一个通过劳务脱贫的典型个案。

杨祖玉家里4口人：爷爷奶奶、父亲及本
人。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只能在家里种点小
菜。她出来打工之前，家里欠了很多钱。

2016年4月，18岁的杨祖玉通过浏阳
人社部门到邵阳县组织的招聘会， 找到了
蓝思科技浏阳基地一份检验员的工作。工
资从开始的4000多元一月，逐渐增加到现
在每月的5000多元。 两年多一点时间，她
家庭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家里不缺钱用
了，房子也新修好了。

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市），浏阳市企
业多、岗位多，而邵阳县劳动力资源丰富。
劳务协作成为对口帮扶的一个特色方
式。据统计，近年来邵阳县向浏阳输送劳
务人员6000余名， 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
贫困家庭。

“携手奔小康”，浏邵心连心。两年的对
口帮扶，使浏阳市与邵阳县“距离”越来越
近，感情越来越深。浏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浏阳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大帮扶
力度；进一步精准聚焦，凝聚脱贫合力；进
一步完善结对，深化合作关系。通过倾注真
情实意，投入真金白银，坚持真抓实干，同
心同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精准扶贫在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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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彭澎 李煦阳

【名片】
王骕，1999年7月出生于长春， 在上海

长大， 如今在湖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读大一。 现任长春市御风维安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CEO，湖南省学联九大代
表，致力于守护我国网络安全事业，曾帮助
公安部门和百度、网易、新浪等公司维护网
络安全问题。

【故事】
日前， 由湖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大一学生王骕担任CEO的长春市
御风维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宣布出让
15%的股份完成Pre-天使轮融资。 本轮融
资后，公司估值近百万元。该公司专注于物
联网安全产品的研发， 以网络安全服务为
辅助业务。作为公司的CEO，王骕还有一个
标签———“白帽黑客”。

“黑客并非都是黑的，那些用自己的黑
客技术来维护网络公平正义的黑客们叫
‘白帽黑客’。”6月13日，王骕向记者仔细讲
解了“白帽黑客”的含义，并对国际上顶尖
的“白帽黑客”如数家珍。

对90年代末出生的孩子来说，接触计
算机绝大多数是因为网络游戏。然而，王骕
对计算机的“迷恋”却是因为计算机编程。
初二那年，在父母的鼓励下，王骕开始上网
自主学习编程， 数十本翻阅得破破烂烂的
复印册和满满当当的笔记本， 见证了他学
习的艰辛。一次偶然机会，他加入到了一个
计算机研讨群，“进群之后， 我感觉自己真
正地走进了计算机的世界， 遇到问题就和
群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交流， 感觉进步非
常快！”

熬过艰难的开头， 王骕的计算机水平
突飞猛进，走上了“快车道”。14岁，他获得
了百度软件工程吧第一届程序设计比赛冠
军；15岁，开始和伙伴组建自己的网络安全
团队———Wind� Punish；到了高三，团队已
发展到了600人的规模；16岁，他们团队作
为3个受邀团队之一，参加第二届乌云白帽
子黑客峰会。

在计算机之梦慢慢实现的同时， 王骕
对于未来的规划也更加清晰：他想要创业，
成立一个网络科技公司，维护网络安全。

2016年， 王骕和Wind� Punish团队核

心成员成立了创业公司。创业初期，高中繁
重的学业让他陷入了挣扎。 为了经营刚起
步的公司， 王骕每天必须要花一半时间在
计算机上，导致他的文化成绩一落千丈。这
种境地， 让他不得不思考是否应该放弃，
像普通高中生一样学习。 他开始强迫自
己回到教室里，可时间一长，他心里更加
难受，“我根本无法放弃计算机， 还是觉得
它有意思。”

于是，王骕在学习、创业和竞赛“三点
一线”的生活中坚持着。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编写的程序被一家又一家企业认可，还
获得了与酷派、超星等大企业合作的机会，
这为他带来了十几万元的初始资金。 迄今
为止，他已经在百度、网易、新浪、搜狗等众
多知名企业安全应急响应中心连续排名前
十，技术博客访问量突破30万，保护上亿
条用户数据免遭侵害。

如今，除了担任自己公司的CEO，王骕
还是全国创业英雄百强、 上海利威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首席安全顾问、 上海康米尔特
集团首席安全顾问， 他的创业事迹鼓舞着
每一个听过他故事的人。

“因为喜欢，所以坚持！”他坚定地告诉
每一个听故事的人。

王 ：

网络正义的“白帽黑客”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李寒露 汪波
李杰）6月15日上午，北京中关村苏州街神
州数码大厦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常德
市首家在一线城市设立的异地孵化招商平
台———常德科创未来（北京中关村）智造中
心揭牌仪式在这里举行。

常德科创未来（北京中关村） 智造中
心，是常德市委托专事私募证券投资、股权
投资、 创业投资等业务的专业机构———万
有引力（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京成

立的一个提供异地孵化招商服务、 企业导
师服务、数据监测支持、资本市场服务及其
他扶持的专业孵化平台。为响应常德“开放
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号召，该公司落户常
德市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 并与常德市产
业基金联合设立了常德市信息技术产业
基金。目前，中伯网络、活俪健康、友券科
技等首批10家企业已入驻常德科创未来
（北京中关村）智造中心，其中7家已完成
注册登记。

香草湖上赛龙舟 “携手奔小康”，浏邵心连心

常德在北京设立异地孵化中心
首批入孵企业已达10家

衡东乡村举办龙舟邀请赛庆端阳

清凉一“夏”庆端午
上图：6月18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龙底景区，

游客在漂流。端午假期，气温持续升高，该县水上
休闲娱乐项目逐渐升温， 游客泛舟山间清溪，欢
度佳节。 吴三东 摄

马鞭草花开醉游客
右上图：6月18日， 花垣县龙潭镇金溶村，游

客在马鞭草花海赏花。端午假期，该村200亩马鞭
草花盛放，吸引游客前来赏花游玩。 龙恩泽 摄

焰火庆端午
右下图 ：6月18日晚，焰火升腾，照亮长沙

夜空。当天，长沙橘子洲举行端午焰火晚会《湘妃
之歌》，斑斓的焰火带给人们震撼的视觉享受。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五月五 正

马肃

�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邓晶琎）在网
上看中商品， 来线下体验后再买单。16日，电
商平台京东在湖南开设的首家线下体验店在
长沙步步高梅溪新天地开门迎客， 为湖南消
费者首次带来“无界零售”的全新体验。

记者走进这家500多平方米的“尚电·京
东之家”，首先被一块大屏幕上的摄像头“扫
脸”，屏幕上随即显示记者的年龄、性别和进

店次数等数据。
“顾客‘刷脸’成为会员后，可与京东商城

线上会员账户绑定。当顾客再次光临门店，店
员能对该顾客的消费习惯有个大致判断，从
而提供更精准服务。”京东商城线下零售拓展
部总经理谢易向记者解释，在传统零售门店，
卖什么消费者就买什么，而“无界零售”模式，
则通过对消费者自身需求的大数据分析，倒

逼门店和厂家提供相应商品， 门店店员由此
对线下消费者进行更精准服务。

例如， 顾客用手机扫一扫一款商品的二
维码， 手机屏幕则转至该商品在京东线上商
城的页面。 顾客可一边了解用户评价等更多
商品信息，一边实际体验该产品。如需购买，
既可线上支付，也可线下买单。

此时，该顾客拿起该商品的次数、停留时
间等信息也同时被传送至后台。 店员获取数
据后，可及时为顾客提供更精准服务。

据介绍， 湖南京东体验店所有商品线上
线下同价；今年内，京东还将在湖南布局多家
线下体验店。

�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陈文美 刘雅婷）一方是比亚迪公司新开生产线，
用工告急； 另一方是桑植县贫困劳动力资源库
尚有2万余名劳动力赋闲在家。日前，长沙市雨
花区人社局携长沙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6000余

普工技工岗位，赴桑植县举行专场招聘会。
“我不怕加班，也有类似工作经验，找我

没错的！”家住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洪家关村
的钟女士向企业面试官毛遂自荐。 招聘会现
场人头攒动， 前来面试人员争相炫技、 自我

“推销”。现场共吸引1000余名求职人员，其中
246人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这下解了
用工的燃眉之急！”比亚迪公司人事负责人拿
着厚厚一沓求职意向书高兴地说。

当天， 雨花区就业创业帮扶中心在桑植
县正式揭牌，旨在打造成为“信息数据中心”，
为两地劳务对接机制、 劳务对接信息推送及
劳务对接数据库建设提供新运行平台， 实现
桑植县劳动力转移就业和雨花区企业用工需
求的精准对接。

永州：“爱心粽”暖人心

湖南首家京东线下体验店迎客
所有商品线上线下同价，顾客可享受精准购物体验

雨花区洒下“及时雨”
在桑植县成立就业创业帮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