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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用心用情，传播美的湖南
今年是黄武从事导游工作的第18个年

头。 将他的职业生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活跃在导游一线，把湖南的美讲给来
自国内外各地的游客；第二个阶段则是坚守
导游培训岗位，把多年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
年轻人，让更多的人爱上导游这份职业。

“游客与他一见如故，他的讲解游客一
听就喜欢。 ”黄武是长沙导游圈里公认的专
家。 黄武不仅编写了《带团的那些事》《模拟
导游》《导游湖南》等书籍，还归纳了“以心换
心”“因人施讲”“四轮驱动力”等多种导游服
务方法。

头顶“全国优秀导游员”“中国最美导
游”等荣誉，黄武到处传播当一名好导游的
经验。 受各地旅游主管部门、旅行社以及各
大高校邀请， 进行了近1000场讲座或培训，
培养了众多旅游从业人员。

“当导游很自豪！ 我深爱着自己所从事
的导游工作，希望用正能量不断影响更多年
轻人。 ”黄武说，导游，美的使者，不仅代表一

个企业的形象，更是一个城市的形象。

定制旅游，快乐你我他
90后长沙女孩方艺蓉从英国伯明翰大

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供职于湖南省中青旅，
开始做旅行定制师。

“世界第一家旅行社诞生于英国，定制
游最早也兴起于英国。 ”方艺蓉告诉记者，留
学时就想把英国人的度假方式和理念带回
国内，庆幸的是，自己从事了热爱并可以实
现梦想的职业。

“制定行程时，从每一项费用到每一顿
餐食、房间、行车线路等都要细细打磨。 ”方
艺蓉介绍， 从制定计划书到客户旅游归来，
这一单生意前后花了2个月时间。

从业几年，方艺蓉积累了许多个性化定
制方案，比如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摄影之
旅的最佳时节是9月， 摩洛哥自驾游哪家家
庭旅馆不能错过，澳大利亚自驾游线路上有
哪些美食。“100个人就有100种方案，定制旅
行就是找到最适合的那一条。 ”方艺蓉说。

“定制旅行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高消
费，其实不然。 ”方艺蓉介绍，越来越多中老
年人也开始选择定制出游，能够在大众化消

费中找到舒适和特色。

见义勇为，临危不乱勇救游客
廖方媛是湖南新康辉国旅的一名专职

导游，有8年从业经历。
今年4月29日， 廖方媛所带的旅游团从

凤凰返回长沙，载有52人的旅游大巴车疾驰
在高速公路上。 当旅游大巴车接近汉寿军山
铺匝道时， 一名男性游客因想提前下车，强
烈要求大巴车司机在军山铺下高速。 廖方媛
向游客解释，行前已达成直达长沙的一致意
见，改变路线会耽误所有游客的时间。

这个游客趁大家不备，不顾大巴车正在
高速行驶，蹿进驾驶舱中抢夺司机手中的方
向盘及挡位杆，试图让旅游大巴车右转进入
匝道前往军山铺收费站。

情况危急，旅游大巴车左右摇摆，车内
一片惊呼。 这时，廖方媛一步冲上去，与这名
游客撕扯在一起， 并呼叫其他游客帮忙阻
止。 万幸的是，在另一名游客的协助下，制服
了这名游客，一车人的安全得以保证。

“容不得时间考虑。 ”廖方媛告诉记者，
全车52人的安危都在一瞬间，维护游客的安
全是导游的职责。

唐曦 聂沛 唐兰荣

“王队长， 你能不能去看看我家养的
鸡？它们有气无力，怕不是得了鸡瘟？”近日，
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皇田村贫困村民邓
和平， 跑到村里兴旺达种禽农民专业合作
社，想请合作社负责人王伟上门“问诊”。

不一会，王伟就来到邓和平家。 他一把
抓起病鸡，先听听呼吸声，再小心查看鸡粪，
一番检查后松了一口气说：“这鸡是得了呼
吸道疾病，我开点药给它们吃就没事了。 ”

王伟原在深圳从事软件开发工作，事
业小有成就。 但怀着对家乡的思念，2013
年， 他辞职回家养殖湘黄鸡。 一年下来，赚
了10余万元，成了当地有名的“鸡司令”。

“年轻人要有追求，不能光顾自己赚钱，
还要为当地百姓做点事。 ”时任皇田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张永找到王
伟，希望他带领村里贫困户脱贫致富。

“可以，如果扶贫工作有什么需要我来
做，我很乐意。 ”王伟连声答应。

2014年， 王伟选择村里14户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 分别向其发放了400至500羽
不等的鸡苗， 并免费为他们提供疫苗和养
殖技术。“每隔一天， 我就要挨家去看看养
殖情况。 ”王伟说。

从这时起， 王伟就成了扶贫工作队的
编外“队长”，贫困村民亲切喊他“王队长”。

2015年多地爆发禽流感，人人谈“鸡”
色变。村里贫困户养的鸡虽然在王伟照顾下
安然无恙，却依然卖不出去。

“你这害我白费一肚子劲，还有饲料钱
都浪费了！ ”一些贫困村民“堵”着王伟要说
法。

“大家放心，只要按照我们的技术要求
做好防疫工作，鸡就不会生病，我们会兜底
按原来的市场价回收。 ”受到埋怨的王伟不
但没有退缩，反而垫了数万元，将贫困户的
鸡都买下来。

王伟的做法， 让贫困户吃了定心丸，大
家对养鸡脱贫充满信心。

“王队长十分关照我们， 我们养鸡遇到
任何问题， 打一个电话他就来了。” 邓和平
是最早跟着王伟养鸡的14户贫困户之一，
现在不仅顺利脱贫， 还成了村里养鸡专业
户。

今年上半年，衡阳雨水较多、温差反常，
邓和平家的鸡也不时出现病症，这可急坏了
他，“一只鸡市场价五六十元，死了就一分钱
不值。 ”于是，看见鸡出现精神不振、拉稀泻
肚等症状，邓和平就把王伟往家里请。“有时
候他冒雨来我家给鸡看病送药， 我不好意
思，想给他医药费，他坚决不肯收。 ”邓和平
感激地说。

几年来，王伟免费为贫困户发放鸡苗近
8000只，先后带动20余户贫困户养鸡脱贫。

� � �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戴鹏）为进
一步提高脱贫攻坚质量， 巩固脱贫成果，5
月15日， 株洲市专题部署巩固脱贫“九清
零”行动。

“九清零”具体针对教育扶贫、健康扶贫、
住房安全保障、饮水安全、致贫返贫、扶贫小
额信贷风险、光伏扶贫、群众对扶贫工作不满
意、 扶贫领域信访舆情等九个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进行整改，确保问题动态清零。

根据行动方案， 株洲将对贫困家庭残
疾学生、重病学生，采取特殊学校就读，随
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方式保障其义务教育；
对贫困人口全面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
健康管理，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参
加医保；严格执行危房改造标准，切实保障

贫困户住房安全；对季节性缺水的地区因地
制宜增加水源和蓄水工程建设；统筹推进非
贫困户中的边缘户、临界户帮扶，不断提高
群众满意度。

为确保“九清零”行动取得实效，株洲市
为每项“清零”行动制订了详细任务分解清
单，明确了整改措施、牵头领导、责任单位和
完成时限，确保7月底前完成整改落实。该市
还要求各县市区建立行动台账，每半个月向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一次“九清
零”行动进展情况；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专项治理，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
强监督检查，加大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的查处、通报曝光力度、推动问题清零落
实到位。

� � � � 湖南日报 5月 2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高翔 ）具有养老与资产传承功能的年
金型人寿保险产品，成为越来越多人在家庭财
务规划配置中的一部分。 今天，吉祥人寿万利
保年金保险产品计划（简称“万利保”）在湘推
出，覆盖养老、子女教育、婚嫁、创业等人生规
划，实现一张保单守护家庭所需现金流。

“万利保”具有交费短、长期领、终身领、
资金活、保障活、规划活等特点，通过分红、万
能双账户投资增值，实现保障性、安全性、流
动性、收益性的平衡。以“万利保”十年交费为
例，从主合同第5个年生效对应日起，按保险
金额每年发放品质生活年金至终身； 在交费
期内， 第8至10个交费年度先返还特别关爱

年金再交纳当年度保费，以减轻交费压力。这
些保险金若不领取， 客户可选择直接投入万
能账户进行再次复利增值， 需要时可以通过
“部分领取”部分取出。 同时主合同保单红利
可以现金领取或累积生息， 也可以选择转入
万能账户，提高资金收益性。

吉祥人寿相关负责人介绍，“万利保”由吉
祥人寿万利保个人年金保险（分红型）、吉祥人
寿吉利宝年金保险（万能型）两款保险产品组
成。 客户根据需要，还可选择附加两全、重大疾
病、定期保障、意外伤害、豁免保费等附加险。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鸡司令”成编外“扶贫队长”

株洲启动“九清零”行动巩固脱贫

� � � �我省现有注册导游27987人，他们是旅游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5月
19日是中国旅游日，记者走近导游群体，聆听他们的心声———

导游，美的使者

一张保单守护家庭所需现金流
吉祥人寿在湘推出万利保年金保险产品计划

� � �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熊远帆）5月
18日，作为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主体活动之
一的2019亚洲国际工程机械二手设备交易
大会暨中国（长沙）第四届二手混凝土设备交
易会也随着展会落幕。 4天中，交易大会共吸
引专业观众2万余人， 累计现场成交6000余
万元。

交易会现场， 除了展示了百余台优质二
手混凝土泵车、搅拌车、车载泵、拖泵等机械
设备以外， 还推出了来自匠星重工倾力打造
以及新恒远再制造全新改良的混凝土系列泵
车，车源多、品质好、价格优等诸多亮点，吸引
了会场数千人前去咨询了解。

此次交易大会由铁聚人工程机械网主

办，采用平台“线上出价+线下现场交易”现
场执行相结合的创新交易形式， 有购买意向
的人士只需注册登录铁聚二手机平台， 缴纳
3000元诚意金即可获得竞买资格，如若最终
没成功交易，诚意金全额原数退还。

铁聚人网运营经理刘旒介绍，2018年，
中国工程机械主要产品保有量接近800万
台，工程机械“后市场”潜力看好，设备租赁、
二手设备买卖、维修保养、设备再制造、配套
件销售服务等行业迎来机遇期。

二手设备交易大会现场成交60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