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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上元之夜，夜游故宫广受瞩目。 同一天
的长沙，夜空璀璨，元宵节焰火晚会赚足了人气。
人气高涨的背后显示，“夜间经济” 这座富矿，很
值得挖掘。

近来，“夜间经济”这一概念引人瞩目。 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 夜晚已成为人们消费的重要时
段。 无论是夜游故宫还是夜赏长沙焰火，都反映
了市场对夜间旅游供给的迫切需求。

夜间旅游以时间做加法， 深挖夜间红利，不
仅可以延长旅游者逗留时间， 提升旅游资源、休
闲设施设备的利用效率和目的地旅游竞争力，还
可以通过新消费需求拉动关联产业发展，增强旅
游目的地经济发展新动力。以夜间旅游为核心的
夜间经济，正引发各地的广泛关注，目前，全国已
有北京、上海、杭州、重庆等十余个城市出台促进
夜间经济发展的意见。

省会长沙，夜生活丰富，夜间经济发展潜力
巨大。 笔者看来，“娱乐之都”的夜市品牌还不够

鲜明，发展以夜间旅游为核心的夜间经济，还需
要在政策鼓励引导下，进一步整合资源、打响品
牌。

夜游经济并非只是焰火经济、灯光经济。 服
务行业、文旅企业等要创新夜游项目、旅游演艺、
夜市街区等主要业态，并进行资源整合，形成游
玩路线。 依托景区、博物馆、特色小镇、旅游综合
体、江河道等，为游客提供夜品湘味、夜游湘江、
夜赏花鼓、夜购湘货等一系列夜游体验，将资源
的时间效应发挥到最大。

同时要提升长沙夜游的文化品位，通过举办
节事活动打造独具特色的夜游品牌。 如，借鉴国
内外经验，在传统节日将历史文化元素等，通过
光影技术投射到建筑上，强化文化气息。如今，意
大利粉红之夜、新加坡仲夏夜、上海国际音乐烟
花节等众多夜间节事活动，已成为重要的旅游吸
引物和知名旅游品牌。长沙应把文艺活动、灯光、
烟花、民俗等元素融入夜间节事活动，将橘洲焰
火晚会、橘洲音乐节等已有一定品牌基础的夜间
节事活动，打造得更加丰满和鲜明。

� � � �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张学健 刘欢） 2月27日召开的市州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主任座谈会传来消息： 全省公共资
源交易系统今年将大幅提速信息化建设， 推
动远程异地评标走向常态化， 着力防范公共
资源交易领域“提篮子” 行为。

2018年全省完成公共资源交易额7353亿

元。 其中， 工程建设项目完成交易额2288亿
元， 政府采购完成交易额2389.5亿元， 土地
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完成1676亿元， 医药集
中采购完成交易额370.61亿元， 其他项目完
成交易额约630亿元。

2018年11月， 全省14个市州远程异地评
标实现互联互通， 解决了无法将投标人、 招

标人和评标专家三方进行地域上、 空间上隔
离的顽疾， 推动专家资源互通共享， 让行业
监管部门可以全程、 实时、 在线监督。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刘山介绍， 今
年要以“五统一” 为抓手推进全流程信息建
设标准化， 即： 统一全省信息化建设标准规
范， 统一全省行业交易规则和评标办法， 统
一全省电子化交易平台， 统一全省市场主体
注册和CA证书 （即电子认证证书） 互联互认
平台， 统一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数据中心， 在
新一轮信息化建设大潮中抢占科技制高点，
并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机制落细、 落
实。

亚洲国际贸易
投资商会考察邵阳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2月28日， 泰国工业
部前副部长、 亚洲国际贸易投资商会
顾问邬东·翁威瓦猜一行， 考察了邵
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与邵阳方面
就有关领域开展合作交流交换了意
见。

邬东·翁威瓦猜表示， 将进一步
推动泰国与邵阳在旅游、 经贸、 文
化、 教育、 农业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努力形成互动互补、 互惠互利的发展
局面。

邵阳方面表示， 将发挥邵阳特色
资源优势， 对接“一带一路”， 促进
国际交流合作， 扩大对外开放。

亚洲国际贸易投资商会负责人介
绍了中泰经贸发展情况、 东盟市场特
点以及如何规避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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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到了亚南极地区的南乔治亚岛， 不能不
提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 他的4次南极探险都
以失败告终，但他却被队友称为“世上最伟大
的领导者”。 他的探险精神和墓地永远留在了
这里。

岛上的格利特维根（Grytviken）地区，是
沙克尔顿长眠之地。

2月26日，我们来到沙克尔顿墓地，祭拜
这位伟大的探险先驱。 阿根廷历史学家菲德
里科站在他墓前，为次第而来的访客，一遍遍
讲述着沙克尔顿的传奇。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 (Ernest� Shackle-
ton)� ，1874年2月15日出生于爱尔兰，10岁时
举家迁往英国。 1890年，沙克尔顿开始了他的
海上生活，24岁时获得了船长执照。

1899年， 沙克尔顿加入皇家地理学会。
1900年，该学会决定组建一个南极探险队，沙
克尔顿申请加入。 次年，他随探险家斯科特，
乘“发现号”前往南极探险。 他在南极内陆感
染了坏血病， 被迫返回， 第一次南极探险失
败。

1907年， 沙克尔顿组织并领导了英国南
极探险队。 国王和皇后接见了他，皇后赠他一
面国旗，让他插在南极。

到1908年11月3日， 沙克尔顿和3个伙伴
已经打破了“发现号”探险的纪录了。 由于当
年和斯科特探险时使用狗作为运输工具没有
成功， 沙克尔顿这次使用了一种中国东北种
的小马来运输。 但遗憾的是， 在挺进南极途
中，4匹小马掉进了冰窟窿里。

1909年1月9日， 沙克尔顿率勇士们向南
极作最后冲刺， 把国旗插在了南纬88度23

分， 此地距南极只有180公里。 由于供给不
足和队员健康状况恶化， 他选择了折返， 与
人类首次踏上南极点这一历史荣耀擦肩而
过。

但在当时， 他的队伍比任何人都更接近
南极。 意大利、德国、俄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竞相邀他去演讲。 他经常请人把演讲词翻译
成当地语言，然后把它念出来。 他甚至可以用
中文演讲。 对于没有到达南极，他自己评论说
“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

1911年， 挪威人阿蒙森成为抵达南极极
点第一人。 因此，沙克尔顿给自己设定了一个
新目标———成为徒步穿越南极大陆的第一
人。

插叙一句。 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客轮
沉没。 作为冰海上的航海专家，沙克尔顿应邀
为官方调查提供了专业意见。 他排除了船长
的责任， 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船主在船上不断
地催促加快航速。

1914年8月1日， 沙克尔顿组织28位探险
队员，启动横贯南极大陆的“坚忍号”探险。 行
进过程中，浮冰将“坚忍号”团团围住，使它寸
步难行。 沙克尔顿和船员被迫弃船，转移至浮
冰上。 10个月后，“坚忍号”沉没。

此时，沙克尔顿只有一个愿望：把全体队
员一个不少地活着带回去！

沙克尔顿带领船员， 靠3艘救生小船，随
海冰漂移5个月，最终来到开阔水域。 经受了7
个昼夜的海上暴风、狂涛巨浪，他们来到了荒
无人烟的象岛。

沙克尔顿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带领5位队
员，靠人力划船横渡1300公里，历时16天，抵
达南乔治亚岛并在风暴中强行上岸， 最终在
捕鲸站获救。

随后，沙克尔顿又乘坐捕鲸船，返回象岛
解救他的同伴，22位队员全部获救。

1917年春天， 沙克尔顿和全体队友平安
返回英国。

1921年， 沙克尔顿决定再进行一次极地
探险，目标是：环游南极洲，绘制其海岸线图。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21
年9月18日，探险船“探索号”驶离英国，1922
年1月4日到达南乔治亚岛；次日凌晨，沙克尔
顿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应他妻子的要求，他被
安 葬 在 南 乔 治 亚 岛 上 的 格 利 特 维 根
（Grytviken）地区。

后来，南极附近的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
沙克尔顿环形山。

若以目标是否实现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
准，沙克尔顿4次探险都是失败的。 然而，作为
一个领导者，沙克尔顿无疑是卓越的。

一位英国探险家说过一段话来评价南极
探险者：“若想要科学探险的领导， 请斯科特
来；若想要组织一次冬季长途旅行，请威尔逊
来；若想组织一次快速而有效率的探险，请阿
蒙森来；若是你处在毫无希望的情景下，似乎
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那就跪下来祈求沙克尔
顿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沙克尔顿葬在
南乔治亚岛，远离故乡万里，但他并不孤单。
他的墓前，还安葬着他的62位追随者。 这是一
个真正的英雄墓园！

下雪了。 南乔治亚岛的雪是横着飞的，能
高频飞进眼眶，让人流泪不止。

上苍，你是叫我们痛悼这位悲情英雄吗？
祭酒早已由挪威女孩玛塔提前备好。 历

史学家菲德里科提议大家举杯， 共同祭奠英
雄的探险先驱。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何梦君 记者 徐典波

什么样的人，可称之为“好人”？岳阳残
障人士、企业家危李，近年来先后荣获“中
国好人”“湖南好人”“岳阳市爱心助残模
范”“扶残助学长江行动爱心大使”等荣誉，
成为当之无愧的好人。

“我不办这个公司 ，他们
怎么办”

2月27日， 记者来到岳阳经开区康王
乡熊彭村，走进湖南拓福家纺有限公司，见
到一个肤色黝黑、 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在
忙碌。 他就是危李，也是该公司的创始人。

在这家以生产棉被为主的公司，“同
心·助残社会服务基地”“岳阳市绿洲残疾
人辅助就业服务中心”等招牌豁然入目；在
危李的办公室，还有“湖南省残疾人就业示
范基地”“湖南省质量服务诚信示范单位”
等不少奖杯或证书， 也几乎都与残障人士
有关。

“我不办这个公司，他们怎么办？”提到
公司的51位残障人士，危李这个硬汉心软
了。 多年来，他精心安置残疾员工：侏儒员
工个子矮小，他特意锯断缝纫机机脚；聋哑
员工不会说话，他使用对讲机，第一时间将
工作指令到人，让其他员工用哑语告知；肢
体残疾员工手脚不便， 就安排他们在可以
坐着的流水线上工作……

公司工会主席李振香介绍， 公司成立
了残疾人协会、残疾人志愿者工作站等，经
常开展生日聚会、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
还对残疾员工实施保底工资、生活补贴，购
买社会保险。

“我想让他们赚钱，生活有保障，也想
让他们自信、幸福。”让危李感到欣慰的是，
如今公司累计安置残疾人就业420多人
次，残障人士比例达到70%以上。公司的残
疾人辅助就业服务中心曾被评为“全国残
疾人辅助性就业示范试点机构”。

“将心比心，我想多帮助他们”
“危总对人有爱心，不光体现在创办企

业这样的大事上， 在生活细节上也做得很
好。 ”公司员工李钱说。

谈及危李生活中如何帮助他人， 员工
们个个有话讲。李振香好感动：“我生病了，
危总担心我付不起医药费而放弃治疗，一
口气帮我付了10天的住院费。 ”

“因为我有癫痫， 我老婆生孩子很危
险，危总放心不下，在医院跟我一起照料了

好几天，一直到孩子生下来。 ”冯喜记忆犹
新。

“有一回我急需用钱， 打电话跟危总
借，挂断电话不足10分钟，2万元现金就送
到了我手上。 ”李钱满脸幸福。

不仅是对自己的员工满怀爱心， 危李
对待陌生人也是这样。 康王乡斗篷村有个
因车祸截肢的15岁少年刘浩，危李主动前
往慰问，多年来坚持赠送现金、棉被、学习
用品,今年还要帮助刘浩安装假肢。

危李的创业之路也充满了爱。 1987
年，军残五级、刚刚退伍的他在一家菜市场
负责收费工作。看着那些菜农，危李感同身
受：“这些人生活太不容易了， 我真不忍心
追着他们收钱。 ”

很快，危李辞职开始创业。 从1998年
开始，他不断招聘安置残障人士。他说：“将
心比心，我了解残障人士生活的不易，想多
帮助他们。 ”

“做个好人，是我的本分”
除了做好事，“诚信经营” 也是危李之

所以被称为好人的原因。
2008年春节前，三湘大地千里冰封。 在

此之前， 危李接到了省直某部门的棉被订
单。 因冰雪灾害加剧，该部门要求提前交货。

那一年因冰雪灾害，棉被销售大好，这
对于危李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发财好机
遇。“救灾大于天，不能发‘国难财’！ ”危李
说，“我做生意，当然看利益，但也要诚信经
营，甚至还想承担一点社会责任。 ”危李没
有丝毫犹豫，按照要求提前交货给该部门。

那年，危李的公司不仅完成了订单，还
援助受灾的百姓，捐赠了棉被等救灾物资。
之后数年，他更是向多个地区、多个机构、
多类群体捐赠现金、棉被、文具、生活用品
等物资，长期持续援助社会弱势群体。

近6年， 危李累计捐款捐物140余万
元，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大家
都说你是好人，你自己怎么看？ ”面对记者
的提问，危李淡淡地答道：“做个好人，是我
的本分。 ”

■点评：
20年来不间断地帮助残障人士、 坚持

诚信经营、援助弱势群体，危李用行动诠释
了什么叫“好人”。

艰苦奋斗，让爱相随，是危李身上让人
动容的品质。 社会需要爱心， 时代呼吁奋
斗，愿越来越多如危李这样的好人出现，让
世间充满爱。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2月末，“流浪” 多时的太阳回归了几
日，忽又不见影踪。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 唯有书桌上一
夜绽放的风信子、 阳台上随风招展的月季
花，方能安抚人们对春天的渴望。

室外春意，引进家门
早春时分，阴雨不断，但气温已一天暖

似一天，周末踏青的片刻欢愉，怎能满足人
们对浩荡春意的向往？ 除了用相机匆匆留
下春花倩影， 一定还要将花花草草迎回家
门，用土、用水，栽种在盆里，细细观赏。

稍有南风吹拂，风信子、洋水仙、郁金
香便抓紧了机会，繁茂地开着。

它们由胖乎乎的球根中蹿生出来之
后，就信马由缰地疯狂生长起来，眼见着冒
出的绿芽越长越壮实，一不小心，叶片中的
花骨朵绽露出来了，此后便一天一个样，让
人期盼着明天。

爱花人从来不容许自家的阳台有凋敝
的时候。

梅花的花期还未结束， 杜鹃已经争奇
斗艳起来；百合大喇喇开着，站得笔直，一
盆百合或许看起来有些高傲， 几盆摆在一
起便十分壮观；长寿花则喜欢拥簇成团，花
色丰富，是盆栽花卉中的常客；很少有养花
人能拒绝月季的诱惑，它们喜欢阳光，一旦
开花便显露出主角之姿， 把阳台衬得生机
蓬勃；角堇则低调多了，花多，低矮，不抢风
头，单拎出来观赏，却也毫不逊色。

不妨再种一盆蔷薇在墙角吧， 悉心引

导，便能收获一整面墙的花香。

“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
斗的花草”

这些在春天开花的植物， 大部分在秋
冬时节开始孕育，只等气温升高，花和叶就
迫不及待地伸展开来。

因此，要在早春收获阳台花事，必定要
在秋天做好充足的准备。秋天温度降低后，
将天竺葵、矮牵牛的种子轻轻埋进土里，浇
透水，接下来便是漫长等待，等出芽，等孱
弱的小苗变粗变壮，等它们开花的那一天。

接下来，预防虫害、仔细浇水、定期施
肥……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养花人的精心呵
护。

等等，这些都太难了呀，养花新手看到
这里，还未入门，便要萌生出放弃的心思。

买种子、 育花苗、 调配土壤、 选购肥
料……真是令人头大，按不少“植物杀手”
的说法，盆栽花到了他们手里，花期已不由
自然属性决定， 而是从买回来的那一刻开
始，到粗心的主人猛然想起要浇水时结束。

对新晋花农来说， 到花卉市场选花才
是第一步。

在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 记者已看到
不少花农们前来买花， 店铺老板都会悉心
地讲解。杜鹃、百合、月季、栀子花是绝对的
主角，也对养花新手十分友好。

不妨试试看吧， 学习老舍先生，“养些
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湖南早春
的阳台，诸事温柔，万物勃发，定能摆脱“植
物杀手” 的称号， 收获属于自己的一花一
叶。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危李：善良为本 让爱随行

湖湘自然笔记

在早春，
收获一花一叶

南极梦寻 沙克尔顿“极地重生”

橘子洲花开春满园
2月27日， 长沙市橘子洲景区， 碧水、 红梅、 绿植交相辉映， 好一幅春意盎然美丽画卷。 初春时节， 三湘大地万物更新， 百花争相

绽放， 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谈经论市“夜间经济”这座富矿，值得挖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提速信息化建设
远程异地评标将走向常态化
着力防范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提篮子”行为

� � � � 2月27日，危
李（右）在公司缝
纫车间与员工一
起检查服装质量。

杨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