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夏艳辉)7月27日上午，益阳现代农业嘉年华正
式开园迎客。据悉，这是目前中南地区规模最
大的农业嘉年华。

益阳现代农业嘉年华位于赫山区沧水铺
镇碧云峰村，由区城建投公司负责管理，聘请
湖南中惠旅智慧景区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整体
运营，总占地533亩，总投资2.5亿元。根据项目
建设目标和功能定位， 园区分为综合服务区、

农业嘉年华主题场馆、乐活采摘区、奇趣乐园
区、七彩花田区等。

近年来，赫山区抢抓益阳市获批为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省现代农业改革实验市的重要
机遇，高起点规划“三园一体”（现代农业产业
园、科技园、创业园和田园综合体），以“好看、
好吃、好玩、好住、好卖、好赚”为目的，打造湖
南示范性现代农业基地，这次开园的益阳现代
农业嘉年华项目便是其点睛之作。

7月26日，溆浦县舒溶溪乡竹坡坳村，村民在排队取水。入伏以来，该乡遭遇干旱高温天气，部分村庄出现了人
畜饮水困难。当天，当地政府安排多辆运水车为旱情最严重的3个村、7个村民小组送水，确保人畜饮水。

周晓鹏 曾道华 摄影报道
送水进村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湘龙 杨玉捷

“侄子的病情正在好转，谢谢你们，谢
谢全国网友的关心帮助。”7月27日9时许，
在长沙湘雅三医院， 面对又一批前来看望
其侄子王思伟的热心市民， 王爱兰流下了
感激的泪水。

王爱兰的父亲王显明和哥哥王石云一
家， 住在溆浦县三江镇青树村。7月14日凌
晨2时许，老家旧木房突发火灾，房子全被
烧毁，王爱兰的哥哥王石云、侄子王思伟被
从大火中救出 ， 两人烧伤面积分别达
100%、85%。

灾情发生后，在当地党委、政府关怀及
亲友、邻里帮助下，王石云、王思伟被及时
送到怀化济民医院抢救。在与死神搏斗6天
后，王石云不幸去世。王思伟小朋友因病情
严重，被转到湘雅三医院抢救。

王爱兰告诉记者，其父亲、哥哥一家
人本来生活清贫， 突发的灾难无疑是雪
上加霜，好在得到各界关心帮助，凑齐了
前期治疗费用。 就在王爱兰为侄子后期
高昂的治疗费用发愁时， 一些热心市民
和爱心组织积极为她想办法。 在爱心人
士帮助下，7月23日， 王爱兰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借助水滴筹平台，为侄子发起众

筹。
让王爱兰没想到的是，众筹一发起，天

南地北很多网友加入到关心帮助王思伟的
爱心队伍中，捐款、转发消息、留言祝福，在
网上汇成了爱的海洋。

网友“一往情深”留言：“小思伟，挺住！
人间有真爱，大家都在给你加油！”

网友“左春苗”说：“全国各地的人都在
转发、捐款，我认识的就有四川的、广西的、
广东的、湖南的。”

到7月25日14时， 从王爱兰发起众筹
起，40个小时内， 微信朋友圈共转发13126
次，收到捐款45055笔共计80余万元。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李光平 黄志东 ）古渡屋，古渡碑，拴
船用的缆石， 渡口两岸用青石条砌成的石
阶。7月27日， 记者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大路
铺镇仙石村黄毛岭山脚下， 见到了该县文
物部门近日发现认定的一处清代初期的古
渡口。

走近古渡口，岸边有两株上百年的大
桂花树，路边的一座古渡屋，有10多平方

米，黄泥冲的墙体上镶嵌有4块石碑。古屋
旁边立有一块石碑， 碑体两侧有一副对
联，字迹清晰可见。上联是：作善惟期千古
秀；下联是：留名岂冀万年新。通过细读旁
边古碑文，得知这一古渡名叫“江洲渡”，
上面清楚记载乾隆三十六年、 道光四年，
村民为保证江洲渡正常通行所做的工作。
江洲古渡历史脉络清楚， 管理规范有序。
据当地老人介绍， 古渡在近300年的运行

过程中，一直保持安全无大事故发生的好
记录。

“江洲渡”处在潇贺古道，经江华沱江
古城沿东西走向， 两条分岔道中间的南北
连接线上。 上世纪末， 古渡仍有船摆渡过
人。近年来，随着仙石大桥的架通，江洲古
渡再不见往昔的渡船和船工。“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已成为古渡的一段历史记
忆。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展灿

7月22日，2018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
文化节（简称“红节”）活动现场，平江县摄
影家皮少英记录下来一个画面： 一名军人
在烈日下站岗，任凭高温炙热，汗如雨下，
依然目光如炬，纹丝不动。

连日来，这张图片被大家纷纷转发，这
名战士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带来了满
满的正能量。网友纷纷真情告白：向中国军
人致敬，向您致敬，这铮铮铁骨，这朗朗硬
汉!
� � � �皮少英告诉记者，拍摄完这幅作品后，

他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连午饭都没吃就赶
紧回到家， 将这张照片拷贝出来， 命名为
《硬汉》，通过网络发布后，这幅作品被大量
转发。

“一定要将这幅作品送给这名武警战
士。” 皮少英内心萌生了这样的想法。7月26
日，经多方打听，他终于知道这名战士来自
武警岳阳支队平江中队，于是驱车来到平江
中队，将作品送给了这位令人敬佩的“网红”。

画面中的这名战士名叫肖城滔， 湖北
人，2014年入伍，今年已是他入伍的第四个
年头，可以说是一名老兵了。谈起当初为何
参军入伍， 他还颇有点腼腆：“我是看了关

于军队的影视作品后， 被军人的那种气质
和不服输的品质深深打动了。”

看似简单的理由，促使他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武警战士。参军4年来，他先后参与过多
次抢险救灾任务，一次次累倒，无私奉献、保
家卫国成为了一种习惯，曾被武警岳阳支队
评为“优秀士官”，多次获表彰嘉奖。

这次成为“网红”，让肖城滔有些莫名
紧张，但在聊到平江起义后，一下就打开了
话匣子。 肖城滔说：“当天一同参加活动的
还有其他战友，大家都很辛苦。我能够被记
录下来，只是一种幸运，以后会更加努力为
强军兴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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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赵
建军）“7月以来，观光园平均每天接待游客300多
人，莲子都不够卖了。”7月22日，张家界市永定区
后坪街道面积达300亩的荷花观光园里游人如
织。负责人赵继坤告诉记者，游客在这里赏荷花、
采莲蓬、吃土菜，单日客流量最高超过千人。

近年来，永定区立足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利用
张家界旅游核心服务区区位优势和当地秀美山水
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行乡村旅游
景点标准化建设，努力提升服务水平，打造乡村旅
游升级版，让游客体验到原味的文化和风景。

风景秀丽的罗塔坪乡槟榔坪村， 茅岩莓种
植初具规模，茶旅融合吸引了不少客商和游客；
民俗风情浓郁的王家坪镇石堰坪村， 前来体验
民俗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 云雾缭绕的尹家溪
镇茅溪村长茂山，正是蜜桃成熟、瓜果飘香时，

一批批慕名而来的游客享受着采摘的乐趣……
目前， 永定区已经形成了“田园休闲游”

“健康养生游”“农耕体验游”“户外探险游”“生
态风光游”“民俗风情游” 等6大类乡村旅游产
品。老道湾周末乡村游、马头溪田园风光游、石
堰坪古村落民俗文化游等10余条精品观光农
业旅游线路， 成为带动贫困户增收的强大引
擎。今年上半年，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余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6亿元。

与此同时， 永定区运用“旅游+金融”手
段，通过政府投资、社会融资等渠道，先后吸
纳、统筹投入5亿元，对全区乡村旅游景点基础
设施进行提质升级， 增强了乡村旅游吸纳就
业、带动创业的能力。据统计，永定区通过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 带动贫困户4800多户1.2万人
脱贫，为实现整区脱贫打下坚实基础。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
员 汤惠芳）7月22日，在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
村和美农家乐， 老板唐克平热情招呼游客，忙
得不亦乐乎。 他说：“我种的葡萄不仅好吃、好
看，还好玩。”和美农家乐是中方县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点， 虽然葡萄还没成熟，
但周末来葡萄园观赏的游客一拨接一拨。

近年来，为推动乡村振兴，中方县紧扣“产业
兴旺”这个首要任务，以列为全省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试点县为契机，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发展“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同时，
通过采取倾斜政策、优化环境等措施，发展观光
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培育了一大批竞争力
强、附加值高的农旅结合、农工结合的新型经营
主体。

位于大松坡村的南方葡萄沟酒庄，是全国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以刺葡萄深加
工为主。去年，该酒庄收购了中方县刺葡萄种

植集中区生产的刺葡萄1200吨， 为果农带来
收益550余万元。类似的农副产品加工经营主
体，中方县目前共有223家，初步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

中方县还依托当地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大力发展
集农业生产、美食品尝、观光旅游、采摘体验于
一体的综合业态，形成“乡村+农家乐”“乡村+
休闲农庄”等新模式。桐木镇半界村曾是一个
不知名小村，今年3月举办“桃花节”，村里的土
鸡蛋、大米、蜂蜜等成了抢手货。

通过发展农业观光游、 康养游等新业态，
中方县打造了“新建大丰源”“泸阳尹江庄园”
等一批乡村旅游品牌，推动农业与旅游等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目前，全县创办休闲农庄、农家
乐76家，初步形成了看、玩、吃、住、购、娱乐一
条龙的产业经营链。今年上半年，全县共接待
游客5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6亿元。

乡村旅游
成为增收引擎

上半年接待游客6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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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看、玩、吃、住、购、娱乐一条龙产业经营链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今
天，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正式向滴滴出行颁布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意味着滴滴
在长沙运营合法化。长沙成为又一个滴滴在全
国取得线下许可证的城市。

据了解， 按照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发布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简称“网约车新政”）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具备
线上、线下服务能力。此前，滴滴出行在天津取
得了网约车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 可在全国

范围通用。这也是一周之内，继阜新市、兰州市、
石家庄之后，滴滴在第四个城市获得许可证。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7年10月1日起，长沙市网约车新政正式实
施，从事网约车需同时具备“网约车车辆营运
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平台许可证”三证齐
全，才能上路运营。截至目前，长沙已有滴滴出
行、神州专车、首汽约车、曹操专车、妙盛出行、
长沙嘟嘟、斑马快跑、快客出行、万顺叫车、先
导快线等10家合法的网约车平台运营公司。

滴滴获得长沙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罗素琼） 7月26日下
午3时，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部
解剖实验楼前，永州首例遗体捐献
交接仪式在这里举行，来宾、遗体
捐献者家属100余人一一向遗体告
别。

遗体捐献者彭爱君，生前系永
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公路局的一
名工作人员。2017年8月，彭爱君被
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今年1月，
彭爱君从北京治疗回家后，萌生了
捐献遗体的想法，她两次打电话给
永州市红十字会，要求捐献器官与
遗体，并反复叮嘱亲朋好友，一定
要帮助她完成捐献。彭爱君的丈夫
李林尽管不舍，但他理解爱妻的决
定。

因为患病的原因， 彭爱君的

器官和眼角膜都不宜捐献， 只能
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校， 供教学
和科研使用。 彭爱君的妹妹彭明
君哽咽着说，一开始，80岁的老母
亲不理解，姐姐一而再，再而三地
做老母亲的工作， 老母亲终于默
认。

7月17日下午， 彭爱君认真填
写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表》。7月26日凌晨3时，彭爱君安详
离世。她在临终前深情地对亲人和
朋友说：“不管我在何处，我永远是
幸福的，因为我收获了你们最珍贵
温暖的爱。”

永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伍
友华认为 ：“彭爱君女士的无私
奉献行为，是她崇高人格和品格
的体现，也是社会所需要的正能
量。”

她的爱永留人间
永州首例遗体捐献当地医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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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11时，长沙市湘江中路湘春路口段，维修工程师在烈日下对“电子警
察”进行抢修，保障交通信号、监管系统正常运行。 见习记者 傅聪 摄抢修

各地网友为爱而动———

40小时为烧伤小孩筹款80余万元

平江成功办“红节”———

武警战士成“网红”

江华发现一保存完好的清朝古渡口
古渡运行近300年，未出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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