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倍思亲
佳节共欢娱

� � � �图① 9月19日，保靖县清水坪镇黄连小学，留守
儿童自制的中秋贺卡，拟邮寄给在外地打工的父母。

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 � � �图③ 9月20日，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八角亭
社区，党员志愿者请社区居民品尝“廉”心月饼。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艳明 摄影报道

我们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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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何少
君)“我做月饼是跟我父亲学的，
现在我年近90岁， 我把做手工
老月饼技术传授给了儿子和儿
媳，现在他们每天生产、销售手
工老月饼1万多个。”9月16日，
在江永县桃川镇老街，有手工制
作月饼70多年经历的王润姣老
人说，她把和面、做剂、制馅、包
馅、 上烤炉等10余道工序传授
给了儿孙，她家四代手工制作老

月饼延续了上百年。
在桃川镇有一

条老街， 这里的居

民一直延续手工制作老月饼的
传统。因原料、味道、口感、个头
和包装、 工艺等均为沿袭传统，
销售经久不衰， 在当地极具盛
名。每逢中秋，一些老店生产出
来的老式月饼供不应求。

桃川月饼制作有10多道工
序，每个手工作坊的店员从和面、
做馅、包饼、烘烤到包装，都力求
做到精益求精。 老月饼的制作首
先揪下适量的面团在案板上揉圆
压扁，捏成窝状，把芝麻、花生、核
桃、葡萄干、瓜子仁等搅拌成的馅
料包入面饼里， 用手掌压成月饼
的形状， 待面皮发硬后再放入烤

箱中烘烤。 十几分钟后， 金黄发
亮、香气扑鼻的月饼就出炉了。

家住桃川镇四香路的何万
开今年62岁了，一家4口从事传
统手工月饼制作， 每天要请10
多个员工加班加点生产月饼，他
家制作的月饼吃起来口感甜香、
酥软， 透着质朴的乡土气息，深
受消费者的青睐，每天销售老月
饼近两万个。

据了解，目前桃川镇老街有
20多家持证手工加工作坊，预
计今年中秋期间老月饼销售总
量可达400万个以上，销售收入
逾200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今年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湖南以
来， 湖南网信系统聚焦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面临的重大风险， 特别是针对自
媒体平台和网络“大V”管理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强化职责担当，依法从严
管理，立足长效机制，狠抓生态治理，
全面推进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实效。

据统计，截至8月，全省各级网信
部门依法约谈违法违规网络平台248
家， 协调有关部门关闭违法违规网站
37家，清理下架违法违规应用程序343
个，关闭不良网络“大V”账号19个，督
促各网站清理违规账号2.3万个， 移送
公安机关相关案件线索50多件， 让网
络空间清朗起来。

依法处置违法违规网络
平台，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社
会是法治社会。

针对巡视反馈的对网络平台特别
是自媒体监管不力、 缺乏管理手段等
问题， 省委网信办主动担当、 敢于亮
剑，联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
对违法违规、 恶意炒作的网络平台和
自媒体账号依法依规开展网络执法。

今年以来， 省委网信办联合相关
部门持续开展“清朗”“剑网”“网上扫
黄打非”等专项行动，严厉查处一批违
法违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
平台，依法关停冒用“湖南新闻网”“红
网红辣椒评论”“怀化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常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等新闻网站和党政机关名义开设
的非法网站， 查处“搜美播”“yule直
播”等涉黄网站，依法关停“杰人观察
平台”“湖南民情报告中心” 等19个不
良网络“大V”账号。

长沙网信部门强化网络生态治
理，在管网治网上出重拳、亮利剑，对
网上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
态度，先后约谈、查处了“易读天涯网”

“长沙家园网”“白沙老味” 等近100家
网站及自媒体，依法关停“果图网”“萧
萧范文网”等违规网站16家，举报处置
违法和不良信息1.3万余条。 今年上半
年， 长沙市出台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

措施， 一些微信公众号和网站采用夸
张、猎奇的标题博取眼球，片面解读调
控政策， 违规发布未经核实的信息误
导网民， 对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造成负面影响。市委网信办联合住建、
公安等部门， 对“0731房产网”“楼盘
网”“布说天下”“长沙楼市圈” 等网站
和自媒体进行了集中约谈。

常德市委网信办加大对网络乱象
的整治力度， 今年以来联合公安部门
约谈违规自媒体账号13个、行政拘留9
人、刑事拘留3人。微信公众号“鼎城老
乡情”违规发起“2018鼎城最美乡村旅
游”投票，网信部门责令其关停网络投
票页面。 鼎城区牛鼻滩镇人张某设立
非法机构“农民服务部”，在武陵区、鼎
城区、汉寿县等地张贴不实信息公告，
被网民拍摄上传至网络， 鼎城区网信
办及时将线索转交至公安侦查， 张某
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社会秩序，被公
安依法行政拘留5日。

益阳网信部门先后约谈“安化之音”
“南县在线”“今日益阳”等12个微信公众
号负责人， 联合公安依法处理网络谣言
案17起， 对22名违法嫌疑人采取了行政
拘留或教育训诫的处罚措施， 通过官方
媒体辟谣20起； 衡阳市网信部门加强网
络谣言整治， 联合公安部门对发布不实
信息的“新耒阳那些事” 微信公众号和
“衡阳县一牌馆内母亲把孩子罩在凳下
打麻将”谣言涉事人依法进行处罚。

整治不良网络 “大V”，
守护网络舆论阵地

长期以来，一些不良网络“大V”在互
联网上制造、传播谣言，借网络监督之名
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不仅严
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 更直接危害社会
稳定、国家安全，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的毒
瘤。针对巡视反馈的对不良网络“大V”斗
争不力、方法不多等问题，湖南网信系统
不回避、不退缩，站在一线坚决斗争，联
合纪检、公安、工商等部门开展不良网络

“大V”专项整治，严肃惩处了一批群众反
映强烈的不良网络“大V”。

7月7日，媒体报道，公安机关破获一
起“以网牟利”，大肆进行非法经营、敲诈
勒索等犯罪活动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陈
杰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据公安机关初步查明，陈杰人本人或
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使用网络发帖
炒作、删帖等手段，从中非法牟利；大量
搜集、歪曲、夸大有关单位和个人负面信
息，以在网上曝光、负面炒作相要挟，大
肆进行敲诈勒索， 获取巨额资金和非法
财产； 多次冒充领导亲属和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招摇撞骗。

省委网信办配合公安机关查处陈杰
人涉嫌违法犯罪行为， 对其网上炒作行
径全面摸排研判， 梳理了其网上恶意炒
作的主要手法， 依法关停陈杰人开设的

“杰人观察平台”“杰人观察视角”“湘中
闲话”等微信、微博账号10余个。

今年5月4日至6月29日，蓝山县民
政局党员干部王某某为达个人目的，
多次利用其微博号“@关注民生的法学
硕士”（16万“粉丝”）违规发布不实信
息，恶意炒作敏感事件，混淆视听误导
网民。同时，王某某从2012年开通微博
账号以来，发表大量有害信息，在社会
上造成恶劣影响。 永州网信部门一方
面对其在网上炒作的问题进行正面回
应，逐个击破不实言论，另一方面积极
协调公安等部门联合处置， 并将王某
某个人违纪违规的问题线索移交蓝山
县纪委监委立案调查。目前，相关部门
已依法关闭“@关注民生的法学硕士”
微博账号， 并对王某某依法依规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

今年以来， 省委网信办先后指导
娄底、邵阳、永州、岳阳等市网信部门
联合开展网络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依
法依规严厉打击不良网络“大V”。娄底
约谈违规自媒体账号78个， 上报关闭

“观音土平台”“罗峰杂谈”等违规账号6
个；邵阳组织属地网络“大V”召开“陈杰
人案”反思座谈会，依法关停“邵阳风土”

“金石桥论坛”等6个微信公众号；永州
督促“全永州”“号外永州”“指尖永州”

“永州圈子”等多个“大V”账号加强整
改；岳阳网信部门先后约谈“岳阳麦芒”
等9家微信公众号负责人， 对相关违规
行为进行严肃批评，督促其整改。

潮平岸阔催人进， 风正扬帆当有
为。随着巡视整改的不断深入，全省网
信系统依法管网治网措施得力、 成效
明显，网上舆论生态明显好转，网络空
间日渐清朗。

巡视整改进行时

主动担当 敢于亮剑
———湖南网信部门守护网络舆论阵地综述

江永传统手工月饼俏销
预计今年中秋期间销售总量可达400万个以上

� � � � 图② 9月20日，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道西园社
区，居民们身穿旗袍畅游西园北里古巷。当天，该区
举办“千年古巷、厚德西园”活动迎中秋。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①

②

③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王晋 张逸鸣）“千年万年，轻启轮回的
秘密。 盈白如玉，想起你温柔细腻……”9月20日晚，
随着大型歌舞《我在醴陵等你》唱响，2018年全省“我
们的节日·中秋节·中秋团圆瓷记乡情” 文艺晚会在
醴陵市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晚会展现了
千年瓷城热情好客积极向上的新风貌， 以及醴陵人
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观众如痴如醉。

醴陵是千年古邑， 作为世界釉下五彩瓷原产
地、花炮祖师李畋出生地，有着千年产业、千年文
化、千年文明。 省文明办负责人意味深长地说，以
文艺晚会的方式迎接传统中秋佳节， 以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载体，赋予了传统节日新的时代意义，对

于传播情感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内
涵，倡导家庭和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
大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广泛认知、认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为文化发展做出新贡献。

此次活动由省文明办和株洲市文明委主办。
当晚， 来自我省各市州的有关领导及县市区文明
办相关负责人也如约赴会，与现场、屏幕前的观众
一起观看了歌舞《精彩时代》、小品《美醉了，瓷城
中秋夜》等10多个彰显醴陵文化特质的精彩节目。
一位当地市民感慨地说，小品《一诺千金》以10年
历尽艰辛万苦还债300万元的“中国诚信好人”、
湖南省道德模范潘尧生事迹为蓝本创作， 展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醴陵的真实践行。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中秋团圆瓷记乡情”
主题活动在醴陵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