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福狗辞岁，喜迎金猪。记者今天从省文化和
旅游厅获悉，春节假日7天湖南全省旅游接
待人数和旅游收入获得双丰收，实现了“安
全、质量、秩序、效益、文明”的工作目标。

据统计，春节假日期间，我省纳入监测
的128家景区共接待游客1080.8万人次，同
比增长13.5%， 实现旅游收入6.86亿元。全
省共接待游客3074.5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210.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99%
和18.34%。

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在200万以上的地
区依次为：长沙市、湘潭市、衡阳市、怀化
市、郴州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主

要旅游城市、 旅游景区的旅游收入普遍有
较大幅度增加， 旅游收入同比增长30%以
上的市州有郴州市、娄底市和张家界市。

春节主题活动好戏连台。 各地文化旅
游部门和各大旅游景区围绕春节主题，推
出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 赛芦笙、 踩高
跷、打陀螺、放福灯，全省传统民俗精彩纷
呈，广大游客体验尝鲜、乐在其中；滑雪、赏
雪景、 泡温泉等特色冬季旅游套餐个个火
爆，人们大呼过瘾。

春节假日期间，我省共有3个景区单日
超景区日最大承载量， 省文化和旅游厅均
在第一时间调度各地及时调控。 全省旅游
市场运行平稳，没有发生旅游安全事故。

主题活动好戏连台 旅游产品丰富多彩

春节假期3000多万人次游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沈德良 通讯员 王小滋

“爷爷，新年好”“奶奶，给您拜年”。农历
大年初二下午，冬天暖阳下的长沙县金井镇
敬老院里，突然传出一阵阵稚嫩的拜年声。

一场由广州“种子与沃土”亲子营牵头
组织的“走进敬老院”活动，让平时有些安静
的敬老院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在带队老师和
家长们陪伴下，30多名4岁至18岁、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像快乐的小鸟“飞”进了院子。

据敬老院易院长介绍， 这家敬老院集
中供养着全镇80多位孤寡“三无”老人。这
些年，随着各方投入的增加，敬老院的设施
不断完善， 老人们的衣食住医等基本生活
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春节前夕，镇政府还为
老人置办了年货；大年三十晚上，安排了工
作人员陪老人们吃团年饭、看央视春晚。但
尽管这样， 精神上的慰藉才是排遣孤独的
“良药”。得知有孩子们要来拜年，除了几名
躺卧在床的老人外， 其他老人早早地来到
食堂等候“客人”。

这场“走进敬老院”活动，算是该敬老
院今年春节期间的“新增”项目。在广州打
拼多年的王璐、 林星等人， 创业之余开办
“种子与沃土”亲子营，常年开展各种公益

活动。这次，他们返乡回家过春节，设想组
织金井镇在外创业者的孩子走进敬老院，
让孩子们接受尊老爱幼传统美德教育。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金井镇政府综治办
的积极响应， 活动预案在微信朋友圈一吆
喝， 几天之内便得到了30多位家长的响应。
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走进敬老院，不仅仅是
给孤寡老人送去一份温暖，同时，对孩子们
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践，有益于孩子
们养成了解社会、奉献他人的善爱之心。

为了筹备好这次活动， 孩子们在家长
帮助下，用压岁钱购买水果、牛奶、麦片、饼
干等礼品，自己动手写春联、剪窗花，集中
排练节目。

在稍加布置的食堂里，孩子们在老师、
家长的引导下，来到老人们身边嘘寒问暖，
送上慰问品和新年祝福。 一部分孩子由院
方工作人员带领， 来到几名躺卧在床的老
人房间探望、慰问，其他孩子为老人们表
演节目：四岁的妞妞为爷爷奶奶们有模有
样地背诵《三字经》，黄睿鑫同学来了一曲
独唱，陈钰小朋友讲的故事，逗的老人们
哈哈大笑，来自镇中心小学的黄睿涵等几
名小姑娘兴趣勃勃地表演了舞蹈《月亮粑
粑》…… 荩荩（下转5版②）

敬老院来了“红马甲”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贺凌云 叶姿）春节假期，韶山各景区
景点游人如织。 据统计， 截至2月10日13
时，各景点共接待游客68.489万人次。

为让游客舒心、放心、安心畅游韶山，
韶山多措并举， 对春节期间各项保障工作
做了周密安排部署，各部门齐心协力，确保
了景区交通顺畅有序、旅游市场秩序井然。

从湖北来的张女士一家来到韶山，一路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购票、验票，顺利坐上
了环保车，志愿者还主动帮忙搀着她身边的

老人。张女士说：“韶山的服务质量非常好！”
据了解， 节日期间韶山共投入1600余

名安保人员，市公安、交通、旅游等职能部门
全力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由机关党员、团员
青年、社区居民等组成的“映山红”志愿者，
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热情周到地为每一位
来韶游客提供细致入微服务， 倡导文明旅
游，营造舒适、文明的旅游环境；环卫工人坚
守岗位，全力保障市容干净整洁。同时，韶山
景区继续实施“七日无理由退货和先行赔付
制度”，保障了来韶游客合法权益。

68万多人次畅游韶山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李国斌 熊远
帆）在橘子洲头，观湘江北去，万人同唱《我和
我的祖国》，为伟大祖国献上长沙市民的诚挚
祝福。今天，央视播出了在长沙橘子洲头举行
的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

春节期间的橘子洲装扮一新， 处处充满
着浓浓的年味， 很多市民和游客来到毛泽东
青年艺术雕塑前拍照“打卡”。忽然，一声悠扬
的小提琴旋律响起，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我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

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歌唱家廖昌永从人
群中走出来，放声高歌，深情演绎，祝福祖国。
奥运冠军龙清泉、田卿，世界冠军李晓璐也献
唱快闪，让现场群众惊喜不已。

在歌曲高潮部分，10架动力伞从远空滑
翔而来，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时，一艘载
客近千人的大游轮开足马力，驶向橘子洲头。
此时，船上、岸上、天上———“海陆空”三处遥
相呼应， 现场群众在青年歌手、 长沙交响乐
团、 长沙市中小学的音乐老师们的带动和感

染下，万人挥舞国旗，高声同唱《我和我的祖
国》，给祖国送上新春祝福。

从2月3日至2月10日，央视新闻频道连续
8天播出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快闪系列
活动，长沙是此次活动的收官之站。从8时的
《朝闻天下》开始，包括9时、10时、11时、13时、
14时、15时、16时、17时的《新闻直播间》，再加
上19时的《新闻联播》，快闪长沙站视频全天
候滚动播出。此外，央视新闻微博、微信、客户
端、移动网也全网推送。 （相关报道见3版）

橘子洲头万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湖南日报记者 邓梅辉

一个80后年轻人， 考上大学跳出农
门， 大学毕业在城市工作几年后又辞职回
到村里创业， 还用市场化手段引来100多
个创客，一起践行他的“共享农村”新理念，
把一个村子变成了创业乐土。

他叫张维，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沿
江村星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月8日晚，因惦记合作社的事，张维挤
高铁从怀化岳父母家赶回长沙。 记者得知
消息，2月9日上午来到沿江村。

沿江村顾名思义，就在湘江边。江边一
大片生机勃勃的种植园， 是张维创办的星
南多样化生态采摘园。园中一栋板房，就是
张维的办公室。

张维长得帅气，两眼深邃，好像总在思考
问题。 他是沿江村人， 济南大学会计专业毕
业，先后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工作过，曾是一个拿高薪的白领。为什么会
回农村？他说这事说来话长，主要是读大学时
随山东大学一个教授参加过一个农业调研项
目，对农业产生了兴趣。但又觉得以前农村基
础设施不完善，网络不普及，更没有微信，不

敢贸然“进村”。2014年，长沙市行政区划调
整，沿江村随南托从长沙县划到了天心区。他
认为机会来了，毅然辞职回到沿江村。

最初的创业项目很简单， 就是搞蔬菜
配送。城里人想吃绿色蔬菜，但找不到地方
买；农村人自家菜园里的菜吃不完卖不掉，
白白浪费了。张维认为这里面有商机，便在
村里办了一个合作社， 把村民家种的菜收
集起来， 送到城里小区去。 他通过朋友介
绍，在天心区建了20多个配送点，每月送
菜8次，3元收来的菜卖4元，送菜一次能赚
七八百元。他为每户农户建立档案，每份菜
上贴上二维码，产品可溯源，质量有保障，
他的配菜生意也越做越好。

但张维总觉得这是“小打小闹”，并不
满足。后来，他创办湖南菜菜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建立“菜菜农业”网络平台。农户把自
产的蔬菜晒到网上，市民“点菜”下单。这个
平台有点像“淘宝网”，沿江村以外的农产
品，如怀化的橙子、湘西的腊肉等，都可以
拿来卖。城里的东西，也可通过这个平台卖
到乡下，形成城乡双向交流。在网络平台助
力下，去年合作社产值达到2000多万元。

荩荩（下转5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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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在
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
旗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下，非洲一体
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继续一致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
提升。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
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
领导人共襄盛举， 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
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
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
对接，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召开

习近平致贺电

张家界入境游“百花齐放”
去年接待入境游客562万人次，境外客源国家和地区达117个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煜

“呜……”一声汽笛长鸣，2月4日17时，
满载着货物的“湘水运19号”伴着夕阳的余
晖，离开城陵矶新港码头，直航上海洋山港。
“尽管是春节期间，但我们的工作不打烊。今
年1月， 我们已完成44464标箱， 同比增长
36.49%。” 岳阳城陵矶新港公司生产运行部
吴勇说。 这是新港码头每天都在演绎的故
事。

饮马长江走在前，逐鹿中游勇当先。从

1965年建港到1996年成为湖南唯一的国
家对外开放一类水运口岸，从2009年岳阳
市设立临港产业新区到2015年省政府批
复同意设立城陵矶新港区， 岳阳一直在书
写着海天传奇。 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实现了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西联成渝、东达四海
的开放格局，积蓄了大开放、大开发、大发
展的动能和潜力，已从“洞庭时代”迈向了
“江海时代”。一座联动、绿色、智慧、创新发
展的现代新港、产业新区、滨江新城已华丽
崛起。

搭建连接湖湘与世界的桥梁

城陵矶新港区濒长江，扼洞庭，带四水，
通大海。为了发挥港优势、做活水文章，省委、
省政府及岳阳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全
力支持岳阳港口的建设和发展。 省委要求岳
阳打造“湖南通江达海的新增长极”，将新港
区建设成全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省委书
记杜家毫直接推动新港区与上港集团的战
略合作，省政府专门出台支持加快城陵矶新
港区发展的23条政策。 荩荩（下转5版①）

岳阳迈向“江海时代”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以开放崛起带动发展纪实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廖声田 田
育才）2月10日，细雨纷纷，张家界各大景区
景点人流如织。在黄石寨景区，山顶雾凇、雪
凇，冰清玉洁，不时有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
拍照留念。如今，在张家界景区景点、街头巷
尾、酒店民宿，“洋面孔”越来越多。去年，张
家界共接待入境游客562万人次， 增幅达
57.96%； 境外客源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17
个，较上年增加8个，覆盖世界旅游组织156
个会员国的75%。

2017年以来， 张家界围绕做精做美全

域旅游，实施“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打
出了开拓客源市场、改善旅游交通、创新旅
游营销、开发旅游产品等系列组合拳，全域
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过去，韩国客源占据张家界境外旅游
客人的70%以上。” 张家界市委主要负责人
介绍，为改变境外客源单一的局面，张家界
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 大力启动欧美市场，
入境游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格局。该市持
续改善“旅游大交通”格局，去年来先后开通
至越南河内、胡志明与印尼雅加达、泰国曼

谷、柬埔寨暹粒的国际航线，提升国际通达
性，带来更多外国游客。同时，创新旅游营
销，扩大张家界在国际“朋友圈”的影响力。
去年10月16日， 在2018丝绸之路工商领导
人（张家界）峰会上，84个“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的代表发布《张家界共识》，备受世
界瞩目。 张家界还先后举办黄龙音乐季、国
际旅游诗歌节等国际性活动。

张家界还以国际游客的喜好、习惯和需
求为着力点，优化旅游产品结构，让境外游
客留下来、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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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橘子洲
头， 游客齐声高
唱《我和我的祖
国》。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评论员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春节长假最后一
天。随着央视新闻频道和湖南卫视滚动播出长
沙橘子洲头的快闪表演《我和我的祖国》，湖南
人民的朋友圈迅速被这一视频刷屏。

这一快闪，以强大的演员阵容、水陆空立体的
场景呈现、精彩的细节捕捉、出色的节奏感和声画
效果，为春节期间央视系列同题快闪完美压轴。

无数网友表示看湿眼眶 。 在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注视下，对祖国的深情赞歌自橘洲飘
出，回荡在湘江两岸、麓山南北，直击三湘儿女
心灵深处。共鸣和共情激荡出的家国情怀，最好
地回馈了这出快闪的用意。实际上，《我和我的
祖国》如同一把钥匙，开启着蕴藏于心的家国情
怀：国，成其为国，正在于有千千万万中国人生
于斯长于斯，情感系于斯、认同归于斯。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 团圆不仅是亲朋相
聚、阖家团聚，更是对修齐治平、家国情怀等传
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抑或是“缘知今
时盛世好，会予壮志报国兴”的忠诚执着，那种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
的壮怀，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寒风中自信挥舞的
国旗、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脱口而出的歌词，
足以证明，深沉的爱国主义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早已融入民族心、铸就民族魂。

没有国，哪有家；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
家；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体现在千千万
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 体现在亿万人民生
活的点滴进步、改善上。今年全省两会，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及， 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达
70.1%；早些时候，2018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评选结果出炉，长沙连续11年将这一荣誉

揽入怀中。70年艰辛奋斗、40年砥砺前行，“宏
大叙事 ”的国家梦 、民族梦 ，正是在 “具体而
微”的个人梦、家庭梦的实现中铺展、延伸。

家国情怀是再朴素不过的情感， 报国之行
则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快闪短片的末尾，大游
轮开足马力，驶向橘子洲头，此情此景，不由得
让人浮想联翩：犹记1925年，青年毛泽东伫立于
此，《沁园春·长沙》一气呵成，豪迈的文字抒发
出伟人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改
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
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时代问答，
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问下去、回答下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 ，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之队”的重要成员 ，每个
家庭都是中华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 我们
仍需激荡成共鸣、汇聚成洪流，为“中国号”巨
轮破浪前行提供磅礴动力。

一曲心中歌，满腔家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