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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京虎)“看到这些旧农
耕用具特别有感觉， 像是回到了小时
候。”国庆长假第二天，长沙市民刘麓
带着年过七旬的父母到湘潭昭山示范
区开启一段短途旅行， 很快就被七星
村的乡村记忆馆吸引住了。这两天，乡
村记忆馆共迎来了数千名游客观光游
览。

昭山示范区位于长株潭“绿心”地
区， 这里地理位置优越， 生态环境优
美。去年，该区结合自身实际打造了乡
村记忆馆这一旅游景点， 让市民又多
了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乡村记忆

馆位于七星村东西景观轴的中心位
置，由记忆桥、记忆墙、记忆馆三部分
组成。 馆内陈设了旧时的农家生活用
品、农耕用具及农村文化书画作品。这
些富有乡村特色和泥土气息的老物
件， 全面记录了昭山周边地区的历史
文化变迁。

一架水车、 一架纺车、 一副石
磨、 一台爆米花机……一件件老物
件、老古董， 围绕“耕读传家、丰五
谷、达礼仪”的主题，散发着浓厚的
乡土文化气息。馆内陈设，让游客勾
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又如一本百
科全书， 传承着乡村悠久灿烂的农

耕文化。
记者了解到，9月25日， 昭山示

范区乡村记忆馆又引进了一批旧农
耕用具， 这些用具展示了厚重的农
耕文化。“为了收集这些农耕用具，
我们到昭山周边乡村四处打听，向
老人们请教。经过一番努力，从农户
家的犄角旮旯里翻出来了一批能反
映乡愁记忆的农具。”昭山控股公司
经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
收集的农耕用具多半是大物件，如
水车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频率相对不
高，而且早已被取代，能找到一架完
整的很不容易。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黄露

10月2日晚， 浏阳焰火大会暨第
八届“创意杯”国际音乐焰火大赛在美
丽的浏阳河畔精彩上演， 打造了一场
盛况空前、精彩绝伦的焰火盛宴。

倚天作画，数字烟花点
亮大美浏阳

晚7时，巨幅特效烟花字幕“大
美浏阳” 在夜色弥漫的浏阳河上空
次第升起， 在夜幕下流光溢彩，3D
特效立柱烟花在旋转中变幻出不同
花朵造型， 水上芭蕾烟花与高空礼
花弹形成一幅花开河畔的画面……
在漫天飞舞的烟花下，10万发数字

烟花随着音乐腾空而起， 时间空间
瞬间交融， 一幅盛世花开、 情意缱
绻的迷人画卷在浏阳河上徐徐展
开。

四强争霸，世界级巅峰
盛焰精彩上演

当晚，从全球范围内遴选的4支国
外顶级焰火燃放队伍， 通过烟花与音
乐的交融，让观众感受到情境、故事、
内容、 情感带来高潮迭起的顶级视听
体验。具有113年历史的意大利一支老
牌烟花世家燃放队率先登场， 以水陆
空三维一体的焰火表演， 让观众畅游
于意大利的古代文明……4场焰火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文创融合，浏阳烟花走
出全新路径

除了4场创意迭出、精彩叠加的焰
火盛宴外，穿插其间的6道“烟火味”的
文化大餐， 也极大满足了观众对于烟
花的所有想象。从以浏阳传统舞龙、武
术和烟花科技问鼎中国民间文艺最高
奖山花奖的“烟花龙舞”；到20名舞者
在翩翩起舞中展现的《焰之魂》……在
其他文化艺术的融合嫁接下， 浏阳烟
花呈现出更加独特的文化艺术气息。

本次焰火大会恰逢黄金周， 浏阳
市同步上线“焰火+黄金周” 旅游套
餐，推出了6条“焰遇”浏阳精品线路，
并创新举办烟花抖音大赛。

� � �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记者 田
育才）10月1日是国庆黄金周第一
天， 张家界天气晴好喜迎八方来
客，各景区（点）接待游客量同比大
幅增长，实现黄金周“开门红”。该
市共接待游客21.61万人次， 同比
增长26.83%；实现旅游收入1.41亿
元，同比增长26.11%。

1日上午， 记者来到张家界国
家森林公园，一拨又一拨游客接踵
而至，来自各地的游客看山、拍照、
合影，纵情山水间。在武陵源梓山
居里，北京的游客王毅文一边品尝
土家美食， 一边观看三千奇峰。他

告诉记者，半个多月前就在网上预
订了房子， 抢到了紧俏的玻璃房，
享受愉快的假期生活。

为了确保游客平安满意，黄
金周期间，张家界全员动员，全力
保障游客“平安满意”。1日上午，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深入一
线，调度假日旅游秩序，要求坚决
打击非法经营、消费欺诈、追客宰
客等问题，擦亮张家界旅游“金字
招牌”。500名青年志愿者在游客
服务中心、旅游景点、飞机场、汽
车站等 34个服务点开展志愿服
务。55名“旅游医生”奔赴游客密

集的核心景区，以“定点医疗+流
动医疗”的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游
客出行安全。

据统计，热门景区中，天门山、
大峡谷景区十分火热，其中天门山
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7.92%，大峡谷
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7.4%， 贺龙纪
念馆接待量同比增长11.44%，万福
温泉接待量同比增长104.19%。此
外， 自驾游结合乡村游持续升温，
人气十足。禾田山谷、红岩岭、黄花
溪等户外乡村旅游比较火爆，猕猴
桃等蔬果采摘成为游客放松休闲
的重要选择。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谢乐

党旗高扬、机器轰鸣、建设者挥汗
如雨……10月1日， 湖南省重点工程
南益高速南洞庭湖大桥南益六标项目
工地热火朝天。400多名湖南路桥人
坚守一线，“水陆空”施工齐头并进。

“现在天气好，正是施工的黄金
季节，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坚守项目
一线，用劳动向国庆献礼。”现场督
战的项目负责人夏雨成说，“项目部
现在全力保质量、抢进度，争取在11
月完成大桥合龙， 为洞庭湖再添地
标性景观 !”

当天一早，100多米高的主桥塔
顶，国旗、党旗迎风飘扬，年轻党员、项
目部生产副经理36#号主墩工区长李

诗君在施工现场组织生产班前会，细
心交代安全、质量、进度等事项。

南洞庭湖大桥是南益（南县至益
阳）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大桥总长
3286米，主跨达450米，塔高162米，钢
箱梁设计长达813.9米，是目前湖南省
最大跨径双塔双索面
斜拉桥，被誉为“三湘
第一跨”。项目部党支
部书记辛军说：“为攻
坚克难， 党支部建在
项目上， 党员带头坚
守一线。”

35#号主墩作业
工地， 项目部生产副
经理谢飞腾领着湘西
小伙雷彬等工人在紧

张施工，大家一丝不苟，全心投入。虽
然湖面上秋风阵阵，但顶着烈日，一会
儿就满脸汗水。 雷彬等10多位老乡在
这个工地， 度过了他们的第3个国庆
节。雷彬表示：“也想回家看看，但为了
工程，他们选择了坚守。”

� � � �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 10月1
日， 资兴市在三都镇流华湾景区
举行全市农产品展示展销会。 当
天， 共有数千名市民与游客前来
流华湾景区休闲购物， 共享丰收
喜悦， 欢度国庆佳节。

据悉， 此次活动为期3天， 是

资兴市首届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
之一。 在流华湾景区集散广场，
来自资兴市的30多家农业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展示、 展销了自
产的特色农副产品、 正宗土特产、
传统手工美食、 时令新鲜水果等，
流华湾本地村民也现场制作和展
销了手工糍粑、 米面、 糕皮、 豆

腐等传统美食， 吸引了广大市民
和游客购买。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荷花大舞
台文艺演出， 资兴本土艺术社会
团体表演了自编自导的资兴传统
文化节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节
目 ， 让这个国庆节更具文化味
道。

倚天作画 盛世“花”开
浏阳焰火大会精彩上演

品农耕文化 忆浓浓乡愁
昭山示范区乡村记忆馆受游客热捧

张家界黄金周“开门红”
首日纳客21.61万人次

资兴举行农产品展示展销会

“用劳动向国庆献礼”

� � � �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郑
旋 通讯员 叶子君 ） 惟妙惟肖的面
塑泥人、 五彩斑斓的纸扎狮子、 精
致精美的湘绣女扇…… 1日上午 ，
长沙市首届“游千年古镇 赏湖湘
非遗” 非遗文化体验展在长沙市望
城区新华联铜官窑古镇开展， 揭开
了国庆黄金周非遗文化体验展的大
幕。

据悉， 此次湖湘非遗文化体验展
持续到10月7日， 将有35位长沙“金
手指” 文创匠人、 知名非遗文化继承

人、 优秀手工艺人的600多件非遗文
创产品汇聚， 为游客集中展示湘绣、
陶艺、 皮影、 剪纸、 烙画等20多种非
遗手工技艺。

记者在体验展现场看到， 在制
作非遗工艺品时， 不少匠人以铜官
窑陶瓷为灵感。 如湘绣大师蒲宇凤
的作品 《连接时空·留住美好》 运
用10多种色阶绣线及湘绣针法， 充
分体现了铜铙、 铜官窑质感； 年轻
匠人胡敏用面泥制作的“黑石号”
面塑， 场景比例协调， 船上人物表

情逼真， 生动还原了“黑石号” 启
航的场景； 女陶艺人周倩玉带来的
南瓜造型灯， 则用传统的铜官窑陶
瓷模印贴花装饰而成， 结合了传统
工艺与现代生活元素。

据了解， 此次体验展所在位置市
场湖街区是铜官窑古镇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特色街区。 未来， 古镇将继续深
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文化内
涵， 将街区打造成为推介、 交流工艺
美术大师精品佳作与湖南省内重要的
非遗交流展示平台。

游千年古镇 赏非遗文化
长沙湖湘非遗文化体验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