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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记者 朱永华
通讯员 王浩铭 傅海清

辣椒党小组、腊肉党小组、罗汉果党小
组……来到凤凰县各个村镇， 记者就被这些
新奇而有趣的称谓吸引。 凤凰县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些冠以产业名称的党组织，已经
成了脱贫攻坚战场上的一把把“尖刀”。

尽锐出战，好钢用在刀刃上
一个是市场成功人士， 一个是群众工作

“里手”，还有一个是养殖专家，杨智成、杨元
召、 吴正洪三条汉子组成了木江坪镇中寨村
特种养殖产业党小组的“金三角”。 他们培育
的几千只五彩斑斓的孔雀， 已成为当地一道
炫目的景观。 为了在脱贫攻坚关键之年取得
关键成果，凤凰县制定了尽锐出战的措施，这
个党小组的配置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什么是尽锐出战？ 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
解释：把政治觉悟高、具备专长、能力较强的
人派到产业扶贫的第一线去！ 去年开始，凤凰
县实施了一项党建创举———打破地域界限，
围绕扶贫产业建立起10个产业党支部和115
个产业党小组。 每个产业党小组至少配备了
一名产业专家或技术能手， 还有德高望重的
老党员、 在外打拼积累了见识和资本的返乡
创业者。

有了“主心骨”，再添新血液。 各个党小组
不断吸纳富有朝气的年轻人。 记者在山江镇
樟坡村见到的胡海明， 稚气未脱中还带着腼
腆。 这是一位标准的“90后”，从部队退役后也

加入了打工大军。 受家乡发展产业的氛围感
染，在扶贫工作队的鼓励下，他去年成为预备
党员，挑起了辣椒产业发展的大梁。 胡海明信
心十足地说，今年，他的10个小伙伴也打算留
下来一起干。

攻坚扶贫，产业阵地显锋芒
铸钢为剑，就要崭露锋芒。 能干的人就要

解决棘手的问题。
扶贫之难，难在提人心。 积贫积弱，浇灭

的是人振作向上的自信心。 千工坪镇的胜花
村是凤凰县的深度贫困村之一，“苦日子曾经
把这里的人精气神都毁掉了。 ”驻村扶贫的省
委政研室干部陈鹏宇说，产业党小组成立后，
采取“志智联扶”的方式，召开群众工作会50
多次， 讨论产业发展， 引导村民学习种养技
术，村民逐渐有了发展产业的信心。 千工坪镇
柳甄村的底子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没有增收
产业，也没有集体经济，好不容易引进一个很
有市场前景的雪茶项目，大多数村民还是“看
热闹”。 雪茶党小组成员挨家挨户上门做工
作，讲村里的条件，讲行业的形势，还介绍了
成功的实例。 最后，发动了包括贫困户在内的
370多户群众，发展雪茶1800多亩。 看到了奔
头，更多的群众也要求参与进来。

产业之难，难在聚合力。 传统农村经济的
弱小、低端、散漫化，是发展产业经济的天敌。
凤凰县委常委、 县委组织部部长覃振华说：

“每个产业党组织在推动产业发展上既是领
导小组、生产小组，又是技术小组、市场攻坚
小组， 这样就能把党组织的力量贯彻到产业

发展的全过程， 成为扶贫产业发展的战斗堡
垒。 ”廖家桥镇菖蒲塘村在以王安全为首的水
果党小组的带领下，全村果农不断提升技术、
做大规模、转换市场，现已种植优质水果3000
多亩，成为远近闻名的水果村。

坚守奉献，不负重托成大业
来到千工坪镇柳甄村村部不远处的山

头，满眼都是刚刚吐出嫩芽的雪茶。 正在补苗
的村民满心欢喜。 他们提起，几个月前启动雪
茶产业时，资金成为最大的瓶颈，是产业党小
组组长吴建军带头垫资8万元，党员、群众都
跟着筹措了48万元，才使得项目顺利落地。 赶
插茶苗的时候，附近学校的党员教师、政府干
部们都纷纷赶来以助“一臂之力”。

如果说利益的舍弃尚属身外之物， 那么
更多的额外付出则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在
产业党组织这个默默坚守的群体中， 有的一
腔热血却不被村民理解而承受怨言， 有的因
奔忙于业务三过家门而不入，有的还是家有3
岁幼儿的单亲妈妈， 在接到任务时却义无反
顾……

从刚接触到产业党小组这个名词起，记
者一直在琢磨：同样是发展产业，产业党小组
与市场化运作的项目经理制有什么区别？“绕
场一周”，事实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最大
的区别是一批“不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共产党
人的坚守和奉献。 今天的凤凰县实现了村级
产业的全覆盖，呈现出勃勃生机。越过2020年
的历史节点，在脱贫攻坚战中，“产业党组织”
必将留下她特殊的印记。

欧阳金雨

一日与朋友闲聊时谈到夜游经济，她
颇有兴致地描绘了不久前夜游凤凰的一幅
场景：春日傍晚，街灯一盏一盏亮起，凤凰
小城进入比白天更热闹的夜晚———音乐在
小城响起，有人喝酒品乐，有人提灯过桥，
有人沱江泛舟，有人街边购物。 “在凤凰夜
游很有一番风味， 不过我认为夜游远不只
是给白天的景点亮个灯”，朋友若有所思。

的确如此。当下在很多城市，发展夜游
经济是热点，但仍有一些人认为，搞点城市
亮化工程，或者搞些灯光装置，就是夜游经
济。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

夜间旅游，可外延的种类很多。长沙人
比较熟悉的梅溪湖灯光节、 湘江夜游等夜
间节事活动是一类。久负盛名的印象系列、
宋城千古等夜间演艺游是一类。丽江古城、
成都宽窄巷子等夜间街区游是一类。 小孩
子乐不思蜀的迪士尼乐园景区夜游是一
类。 还有国际上较为热门的夜间文化艺术
休闲游，比如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提供的
夜游服务等。再有在新加坡，夜间动物园被
设计成探寻夜行动物的有趣场所也是一

种。 总之，夜游经济包罗万象，可挖掘的空
间很大。

正因为如此， 夜游带来的效益也非常
可观。 其不仅能迅速形成新的消费经济增
长点 ，更是解决城市 、景点 “留客难 ”的关
键，同时也让旅游目的地形象更加丰富。

在湖南，长沙号称不夜城：人们在喧闹
又便宜的大排档里大快朵颐， 在电贝司海
豚音中排解压力， 在安静的书店里放松身
心， 较为繁荣的夜间经济为各类群体提供
了适合自己的消费场所。不过总体来讲，长
沙的夜游品牌却并不多， 难以满足眼下人
们对于酒吧文化、深夜食堂、夜间购物等越
来越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化的需求。

不管是凤凰这样的旅游城市还是长沙
这样的省会城市， 未来要继续发展夜游经
济，首要的还是集聚人才。夜游产品创意最
是重要。 5G时代来了，如何将科技、时尚和
审美品位带到夜游项目中， 需要不断推陈
出新。 同时，大力发展夜游经济，也会不可
避免地带来电力、供水、公共交通、公共卫
生、市政管理、安全保卫和应急救援等城市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压力。 如何做好夜
游服务品质监控，也是一道不简单的课题。

�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蒋秦栋 潘芳）5月1日上午，双牌县阳
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万和湖景区， 游人们有
的欣赏美丽湖景， 有的换乘景区车辆前往
杜鹃花海。

双牌县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杜鹃红”
合唱艺术团的成员们，来到游客中间，乐队
奏响《我和我的祖国》优美的旋律，合唱团
的成员们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 放声歌
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受到影响，游人们纷纷挥舞双手，同唱《我
和我的祖国》。

当天， 双牌县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在

游人集中的万和湖景区、 杜鹃花海景区举
行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活动， 吸引
3000多名游客同唱《我和我的祖国》，以这
种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 广东游客李春
生兴奋地对记者说：“在景区听到熟悉的旋
律，既意外又兴奋，对祖国的自豪感油然而
生，这是很有意义的收获。 ”带着孩子来旅
游的娄底市游客王军说：“这对我们家，特
别是孩子很有教育意义，我们走到哪里，都
应该感恩祖国。 ”

近日， 双牌县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近
10万亩杜鹃花海盛开，游客纷至沓来。 5月
1日，游客达1.5万人次。

�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郭小康 谭泽豪）今天是“五一”小长假
的第一天。 由于今年“五一”和“五四”两个
节假日并在一起， 出来旅游的游客也陡然
增多。 今天上午， 记者从韶山市旅发委获
悉，截至今天中午12时，韶山市共接待游客
8.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62万元。

上午10时， 毛泽东广场艳阳高照，前
来瞻仰参观、敬献花篮的游客络绎不绝。大
家手捧鲜花，神情凝重，向毛泽东同志铜像
深深三鞠躬， 献上鲜花， 通过这样一种朴
素、 文明的方式表达对伟人的无限敬仰和
深切缅怀之情。

来自湘乡的游客赵坤说：“假期游客人
数比以前多很多，环境方面变化很大，服务
也很好。 ”

宁乡的喻灿此次是带着全家来韶山参
观的。“老人家对毛主席这一代人比我们会
有一个更深的感触，带老人过来看一下，这

里风景也比较好， 对于老人来说也很合
适。 ”喻灿说。

前往毛泽东同志故居的路上游人如织。
故居前坪，等待参观的游客排起了长龙。

已经好几年没来韶山的湖北游客彭民
生感到这里的变化很大，“感觉这里很美，青
山绿水，旅游环境很好，管理也很好，特别是
看到有志愿服务，有免费的茶水供应，作为伟
人故里，有这方面的人性化的服务很好。 ”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五一”假期旅游
应对工作， 为来韶游客提供舒适的旅游环
境，韶山市提前安排部署，市公安、旅游执
法、交通、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所有工作人员
取消休假，全力应对假日客流高峰。市直机
关工委、 团市委每天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和
大学生志愿者，活跃在景区景点、各重点路
段，协助交警及相关执法部门维持秩序，引
导游客，提供志愿服务，为来韶游客提供全
方位的优质服务。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应邀
请，斐济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亨德拉·雷迪一
行来湘访问。 今天下午，副省长隋忠诚在长沙
会见了马亨德拉·雷迪一行。

隋忠诚说，湖南与斐济的农业合作已有13年
历史，双方在农业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湖南曾在斐济实施了农业南南合作和国家援
外项目，湘企隆平高科目前正在斐济承担实施中

国援斐济北岛第二期农业发展项目。希望以部长
此次访湘为契机， 双方进一步深化农业投资、农
业技术合作，扩大农产品贸易，实现互利共赢。

马亨德拉·雷迪感谢湖南对斐济农业发
展作出的积极贡献，期待与湖南深化友谊、密
切合作，加强在农业机械、水稻育种和种植等
方面的合作。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张颐佳）近
日，一封信被网络广泛转载，这是黑龙江张
风仁等9位游客写给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
记胡衡华的一封信，他们用“长沙真好，长
沙人真好”高度点赞文明长沙。

今年3月初，黑龙江大庆铁人社区9位
老人来长沙游玩。繁华都市的人流、车流让
大家摸不着方向，听说他们要去橘子洲头，
一位爹爹主动给他们引路， 并把他们送到
了2号线地铁口。

面对山水洲城的美景、美食，大家心情
极好。 可3月5日，在乘坐地铁时，有3位上
了年纪的大姐走散了， 一群人面对陌生的
城市干着急。 这时一位姓刘的姑娘主动过

来帮助他们，打电话沟通，最后领着大家过
马路，下地下通道，走了很长一段路后找到
了3位失散的老人。

来自异乡的温暖让大家泪光点点，9位
游客在信中写道：“我们在长沙见到的、感受
最多的，就是不缺善良、热情和文明，我们向
长沙市委、市政府致敬，向长沙人民致敬！ ”

点滴小事折射了长沙城市文明的力
量。长沙市于2011年、2015年和2017年3次
荣获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长沙也是名
副其实的“好人之城”，截至目前，长沙有4
位市民荣获全国道德模范，8位市民获评全
国最美志愿者，172位市民入选“中国好
人”，位列全国省会城市前列。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天，
由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办， 湖南省摄影
家协会、天闻地铁传媒公司承办的“中国梦”
影像公益广告展， 在长沙地铁1号线和2号线
揭幕，近100幅记录劳动者工作瞬间的摄影作
品扮靓长沙地铁，为劳动者献上节日的礼物。

电力工人在近300米的高空艰苦奋战、

“蜘蛛人”“飞檐走壁” 保证城市建筑的清洁
靓丽、洪水中战士以人为舟救灾民……本次
展览通过地铁灯箱公益广告展的形式，以颇
具感染力的影像记录时代发展、传递时代价
值。

“每一幅精选出来的作品背后都有一个
真实感人的故事。 ”据本次展览执行单位湖南

摄影网负责人伍娟介绍， 参展作品有一部分
来自湖南省摄协举办的“光影·文明·责任”摄
影大展、“新时代、新蓝领、新作为———使命与
风采”湖南省职工摄影展，展现了我省劳动者
的风采。

在长沙地铁1号线北辰三角洲站，市民陈
先生带着家人刚刚参观完附近的“三馆一
厅”。 他看到展览，认为这些作品立意好、艺术
水准高，认真为孩子讲解起每一幅作品。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底。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于振宇）4月29日，
省委办公厅、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开展“青春心
向党，建功新时代———传颂红色故事 ，担当
青春使命”青年干部主题联学活动。 省委办公
厅、省直机关工委的120余名青年干部参加了

活动。
活动邀请《半条被子》电影剧本作者蒋志

飞、陈树湘纪念馆文史顾问杨义，讲述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提到的发生在湖南的“半条被子”
和红34师师长陈树湘的故事。 省委办公厅、省

直机关工委的6名青年干部围绕活动主题，从
不同角度，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畅谈了学习的
感想体会。 大家纷纷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使
命，一代人有一代人担当，青年干部要认真回
答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
有什么，我要干什么”的问题，继承和发扬革
命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把红色基因融入血
脉， 把学习感悟化为实际行动， 立足本职岗
位，贡献青春力量。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张颐佳）排
队礼让、 文明养犬、 移风易俗……从今天
起，《长沙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实施。
这是32年来长沙第一部提请人民代表大
会审议的与经济社会生活相关的地方性法
规， 也是湖南首部关于文明行为促进的专
项法规。

《条例》共5章37条，旨在运用法律法规
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条
例》2018年初由长沙市文明办提议 ，经
2019年1月11日市第十五届人大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条例》立法过程中，发出调查问卷17
万份，有效回收15万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
本，立法为民。《条例》明确倡导的文明行
为，包括公共秩序、家风建设、社会互助、遵
规守约4个方面，禁止的不文明行为包括损

害市容环境、妨碍交通、破坏生态环境、损
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

“倡导向雷锋等英雄模范学习，崇尚英
雄模范，传承、弘扬英雄模范精神。 ”

“因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受到行政罚
款处罚的， 违法行为人可以向行政主管部
门自愿申请参加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相关
的社会服务。 ”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国海说：
“《条例》立法精致，颇具地方特色，并在鼓励
文明行为、处罚不文明行为、机制保障等方面
都有具体的措施。 ”他认为，长沙市已跻身全
国文明城市行列，但文明城市发展永无止境。
制度好似一双无形的眼睛， 通过立法来完善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制度和长效机制，才能固
化文明城市建设的宝贵经验和丰富成果，促
进城市共同文明意识的形成。

记者在扶贫一线 产业扶贫挺“尖刀”

隋忠诚会见斐济农业部部长

夜游经济远不只是灯光经济

“长沙真好 长沙人真好”
黑龙江9位老年游客点赞文明长沙

韶山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阳明山3000游客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传颂红色故事 担当青春使命
省委办公厅、省直工委举行青年干部主题联学活动

夏国安艺术博物馆免费试开放
5月1日， 长沙市望城区郭亮路， 游客在古色古韵的夏国安艺术博物馆欣赏皮影戏。 该馆展品为益阳籍收藏家夏国安的毕生所藏， 占地约

10亩， 分别涵盖了明清古民居、 湖湘木雕、 古床、 刺绣等。 当天， 该馆部分馆区免费对外试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荨荨（上接1版②）
育人有道，润物无声。近两年来，益阳职

院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品德素养不断提

高，学习效果大幅提升。去年，该院参加业余
党校学习的学生达600多人次；涌现出贵州省
“脱贫攻坚三下乡先进个人”徐杨、益阳市“五

爱青年”贡秋泽仁等一批优秀学生；学生在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中，荣获“船舶
主机和轴系安装”赛项团体三等奖。

荨荨（紧接1版①）在怀化，洪江古商城、黔阳
古城、皇都侗文化村、溆浦穿岩山等景区游
人如织，游客在“天然氧吧”中体验侗族、苗
族、瑶族等民族风情。宁远县下灌景区推出

“状元轿出游”活动，九嶷山景区每晚举行
瑶族篝火晚会， 江华瑶族自治县香草源景
区举办“茶满瑶乡”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据统计，全省接待游客量排名前
十位的旅游景区（点）依次是：大围山森林
公园、韶山、岳阳楼君山岛、南岳、崀山、武
陵源核心景区、凤凰古城、岳麓山、南湖圣
安寺和橘子洲。

乡村游、 赏花游、 亲子游持续火爆。“五
一”假期正值杜鹃花盛开，郴州仰天湖、莽山

几百个品种的杜鹃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迎
来了大量游客前来赏花。 在株洲市天元区群
丰镇慕她玫瑰庄园，1500亩玫瑰花海一望无
际，给游客带来无限浪漫与温馨。长沙市望城
区贝拉小镇举办“爸爸和我的两小时之约”公
益活动， 环卫工爸爸和孩子受邀免费来到小
镇游乐体验，共享亲子时光。

近百幅劳动者影像亮相长沙地铁

我省首部文明行为专项法规

《长沙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