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韵永州
亮相北京

湖南日报北京7月8日电（记者 黄婷
婷）今天，以“古韵潇湘·生态永州”为主
题的北京世园会“湖南日”永州专场活动
在京举行。 永州向前来观园的海内外游
客展示了当地的文化、 优质旅游资源和
农产品。

活动现场，永州通过江永女书，描绘
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的“古”文化；以长
鼓舞，向参会嘉宾展示了“瑶”文化，还推
介了以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森林城市为
主的“绿”文化。游客们尽享了永州“画图
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的山水风
光，感受“锦绣潇湘源、千年诗文地”的古
色古韵，领略“瑶鼓声声、女书悠悠”的民
俗风情。

永州还带来了文创产品、“永州之
野”公用品牌优质农林产品等，推介零陵
古城、舜帝陵等特色旅游资源，借世园会
契机，向世界全方位展示永州的历史、经
济、文化和创新。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从今年3月底接到搭建湖南馆的任务开
始，茶陵人谢禾仔就来了北京。

3个多月过去了， 第一次来首都的谢禾
仔，为了对湖南馆进行日常维护，一天都没有
去市区逛过。

7月8日，早上7时不到，谢禾仔早早来到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世园
会”）中国馆二层的湖南馆，打扫馆内卫生，清
理植物夜间的落叶， 给每棵植物修剪、 浇水
……他甚至还要爬上屋顶， 保持屋顶青苔的
湿润。

晚上8时，世园会闭馆。他送走最后一批
游客，继续清理现场，确保每棵植物完好无损
后方才离开，此时已是深夜10时。

循环往复，每天如此。
“整个中国馆内，我每天来得最早，回得

最晚。”谢禾仔说。
这位敬业的“守馆员”告诉记者，这几个

月来，他就挂念两件事：让湖南馆的植物郁郁
葱葱地生长下去，让游客看到最好的湖南馆。

“要做到这两点，难吗？”记者问。

“怎么不难？”谢禾仔领记者来到馆内右
侧的一株海棠树前，“你看， 它现在长得还挺
好的吧？ 前阵子， 海棠叶子都快被虫子吃光
了，真是急死我了！”

几个星期前， 每天十几个小时关注这些
植物的谢禾仔， 第一时间发现海棠树的叶子
开始发黄，手指头一搓，红的，他急了，摘了几
片叶子，跑到中国馆内的其它省份馆，去问植
物维护师傅，问遍了场馆，有说是螨虫的，有
说是蚜虫的，也有人说是红蜘蛛。

大家几番讨论， 谢禾仔也拍下照片发给
长沙的植物技术团队“求救”，最终确定是红
蜘蛛。

红蜘蛛十分顽固，室内场馆又不能打药，
怎么办？只能用手一只只去抓，每片叶子翻来
覆去地检查，忙活了好几天，终于消灭了这场
恼人的入侵。

湖湘植物要在北方室内生长，缺少阳光、
水土不服，现在它们在谢禾仔的精心照料下，
得到了足够的关爱，生长顺利，游客们走进这
个以“潇湘八景”和岳麓书院为创意打造的传
统园林庭院，自然更觉意韵深远、古朴自然。

谢禾仔对家乡的设计十分得意：“每天8

时一开馆，我们湖南馆就挤得水泄不通，大家
对我们馆评价非常好， 我也很乐意跟他们介
绍湖南馆的特色。”

为了保证游客的观馆体验， 谢禾仔必须
赶在开馆前1小时，将准备工作做好。

“浇水浇晚了，屋顶青苔上的水滴下来，
游客们的体验就不好了。”谢禾仔说，“枝叶也
要时时修剪，过季的植物要及时更换。”

100平方米的湖南馆，一步一景，脚下踩
的老麻石有四五百年历史，黑松“身价”几十
万，兰花珍贵，松柏古朴……每一个角落和细
节的维护，都要花费不少功夫。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诗意生态的湖南馆，
似乎也让游客们的脚步慢了下来， 偶尔来个
“熊孩子”，也懂得自觉地善待这些植物，给他
减轻了不少工作量。

但繁复的长时间工作， 依然让谢禾仔的
两个同伴顶不住压力，陆续离开了北京，但谢
禾仔说，自己愿意一直守着这个园子。

谢禾仔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给记者看，满
满当当全是馆内的植物， 似乎怎么拍也拍不
够，他边看边说：“这么漂亮的湖南馆，应该要
有人好好守着。”

“我每天来得最早，回得最晚”
———世园会湖南馆的敬业“守馆员”

湖南日报北京7月8日电 （记者 姜鸿
丽 通讯员 李宁 杨杰）今天，2019北京世
园会“湖南日”常德主题活动在北京妫水河
畔举行。活动中，常德市重点推介了6个文
旅康养产业招商项目， 总投资约117.5亿
元。现场签订文旅合作协议8个。

一曲悠扬婉转的常德丝弦———《常
德是个好地方》拉开了活动序幕 。活动
中，世外桃源文娱综合体项目 、石门白
云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等6个文旅康养招
商项目获得重点推介。 现场签约的8个

文旅合作协议中，有3个与“桃花源”相
关，包括桃花源未来网络应用开放生态
体验小镇、 桃花源·盖娅传说文创系列
战略合作等。

在此次世园会中，桃花源备受推崇。北
京世园会开幕式烟火秀中场烟火主题为
“桃花源记”。占地2450亩的湖南园以“湘
遇·桃花源”为主题，以常德桃花源为原型
打造，表现世人对桃花源生活的向往、对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追求， 目前已接待
中外游客近30万人次。

以悠扬婉转的常德丝弦拉开序幕
北京世园会“湖南日”常德主题活动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7月8日，北京延庆天气凉爽，世园会
湖南园里人流如织。

在湖南园入口处， 来自张家界的织女
张晓莉身着土家族盛装， 端坐在木质织机
上，巧手上下翻飞。她织就的锦缎上，图案
精巧，色彩秀丽，生动自然。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织女周围，
围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张家界代表
团派出两位讲解员，回答游客提问。

土家织锦技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土家语称“西兰卡普”，其制作需经
过纺纱、牵线、纺线、捡综、翻篙等12道工
序，制作难度高、耗费时间长。按照土家族

习俗，在姑娘出嫁时，都要亲手制作美丽的
“西兰卡普”作为嫁妆，用来体现自己心灵
手巧。

“我能试一下吗？”人群中，北京姑娘汤
文静小声提出请求。 张晓莉马上为她腰间
缠上彩线，手把手教她。体验结束，两位姑
娘在织机旁开心地合影留念。

另一旁，在“湖南园”3个大字下，展出
了大幅张家界山水土家织锦画， 惹得游客
不断拍照。 这幅长1.6米、 宽0.6米的织锦
上， 张家界三千奇峰耸立， 峰林间云雾缭
绕，宛如仙境。

“一定要到张家界去看看。”一对来自
英国的情侣表示，将利用在中国的时间，来
一次浪漫的“张家界之旅”。

“一定要到张家界去看看”

湖南日报北京7月8日电 （记者 黄婷
婷）“茶旅一体、益山益水”，北京世园会益
阳专场推介会今日在北京举行。 会上重点
推介安化云台山石漠公园和安化黑茶，让
更多游客认识到了一个茶旅文化融为一体
的美丽益阳。

安化云台山石漠公园是经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批准的全国第一个石漠公园，其独特
的地形地貌、优越的气候条件，使之保存了
完好的原始次生林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形

成了令人赏心悦目的岩溶森林植被景观。
安化是中国黑茶之乡， 其生产的安化

千两茶、天尖、贡尖、生尖等产品畅销国内
外，成为当地的富民主导产业。

湖南省贸促会副会长伍登国表示，省
贸促会将对益阳的旅游企业和黑茶企业，
提供国际联络、国际展览、国际经贸信息、
国际经贸法律、国际培训、国际经贸代理等
全程服务， 帮助益阳的旅游产业和黑茶产
业取得更好的发展。

益阳推介美景和黑茶

7月8日，耒阳市蓝天市场，消防员用竹床转移受困的孕妇。 刘慧云 黄呈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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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见习
记者 唐曦）“各位村民请注意，根据气象部门
通知， 未来几天有中到大雨。”7月8日早上7
时，在衡阳县杉桥镇白石园村村部，村党总支
负责人通过广播，要求村民做好防范工作，检
查房前屋后安全隐患， 如发生灾情及时向村
委会报告。

据了解，入汛以来，衡阳县乡镇、村两级572

个“村村响”广播平台、6297个喇叭共发送气象
预警信息、防汛抢险指令4.2万多条，大大减少了
损失。7月7日，衡东县霞流镇发生一起滑坡地质
灾害，及时疏散群众33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7月6日8时至8日18时，衡阳市大部分地
区降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大暴雨，全市面平
均雨量达127.1毫米。目前，该市衡阳县、衡东
县、耒阳市、祁东县出现不同程度汛情，城区

也有多处发生内涝。今天上午10时，该市已
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广大干部群
众开展防汛抢险工作。安排市政、道路、交通
等相关部门， 密切配合排查处理险情， 对交
通进行疏导， 对涉水房屋内人员进行疏散。
同时， 继续加强监测预警、 应急值守和水利
工程安全管理， 重点抓好山洪地质灾害等重
点区域的防范工作。

衡阳普降大到暴雨
干群齐心防汛抢险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艳朋 谭萱

“救上来了！”7月8日上午11时，在祁阳县
白水镇白水河守着的群众鼓起了掌。

上午9时多，一名老人带着放假回家的小

孩驾船在白水河捕鱼，没想到河水暴涨，不能
靠岸。

祁阳县消防大队接警后，18名消防队员
迅速赶到事发现场。这时，雨越下越大。消防
队员立即用抛投器将救援绳抛向被困渔船，
并指导船上老人抓住抛来的救援绳。然而，由

于水流湍急、环境嘈杂，老人听不清指令，未
能按指令操作。

这时，洪水推动渔船飘向下游。情况紧急！
消防大队救援班长高攀主动请缨，下水营救。

高攀迅速穿好救援装备，奋力游向渔船。
他好几次接近渔船，都被浪头打了回来。通过
反复努力， 高攀终于抓住船尾， 绑定好救援
绳。大家齐心拉动，终于成功将被困渔船拉到
岸边。

祁阳消防河中救人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陈海鸥 崔晓云 ）7月8日上午11时，
经有关部门组织人员连续10多个小时作
业，207国道双牌段恢复通行。

7月8日零时30分左右，207国道双牌
县塔山2号隧道至卿家巷村路段发生山

体滑坡，多辆大货车、小车被山上冲下来
的土石和山洪所阻。双牌县公路、交警等
部门迅速派员赶到现场， 引导车辆停靠
至安全地带，并在道路前方设置警示牌。
同时，组织挖掘机连夜作业，清理土石1
万多立方米。

双牌抢通207国道山体滑坡路段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唐志卓 肖拾全）7月8日，安仁县防汛
办负责人介绍，7月6日12时至7月8日9时，
该县境内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出现大暴雨，
多地降雨量超过200毫米， 其中降雨量最
大的为金紫仙镇东冲村， 降雨283.7毫米。
全县13个乡镇有部分农房垮塌、 损毁，基
础设施受灾严重。

灾情发生后，安仁县迅速启动防汛
IV级应急响应， 积极做好应对工作，落
实各项防范措施。县直各有关部门迅速

组织专门力量 ， 深入一线检查水利工
程、易灾点、易涝点。各乡镇实行汛期24
小时值班制和信息报送制，确保及时掌
握雨情、水情、险情等，最大限度减少灾
害损失。

据了解，安仁县金紫仙、安平、龙海、平
背、华王、灵官、竹山等中南部乡镇受灾较
重。暴雨导致部分中小学校停课，大量农田
被淹，部分民房进水，一些群众被困。县里
多部门组成应急分队赶赴现场救援， 目前
已紧急转移受灾群众100多人。

安仁多地降雨量超过200毫米
紧急转移受灾群众100多人

通讯员 向云峰 黄生勇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感谢救援队员们，在最危急时刻，是
你们救了我们！”7月7日下午， 说起前一天
被洪水围困、 在乡救援队施救下成功获救
的经历， 绥宁县水口乡新哨村村民唐仕富
感激不已。

7月6日早上6时多， 唐仕富与另外两
位村民相约去钓鱼。 他们钓鱼的地点是离
新哨村10多公里、位于龙王坪电站水库尾
水的一处河滩旁，当地人称之为小龙王塘。

“因为这边水较浅，那边水深点，我们都
涉水过了河，到对岸安钓竿。”唐仕富回忆，
当时没下雨，河水不深，涉水过河没有问题。

不久，又有5位村民先后加入钓鱼队伍。
下午2时左右，除水口村村民贺恩华外，后加
入的4位村民先后回村。留下来的唐仕富等4
人没想到的是，他们钓鱼处虽然只下小雨，但
公溪河上游却普降大雨，一场危险悄然来临。

下午5时左右，见水位上涨，唐仕富等
人紧张起来，决定涉水撤离。但水流湍急，
人在河中根本站不稳。为安全起见，他们选
择寻求救援。由于手机信号不好，他们联系
了多次，才向外传递了被洪水围困的信息。

“新哨村有4人被洪水围困在河岸边，
情况危急，请求救援!”7月6日晚8时40分左
右， 水口乡党委委员张永富接到求援电话
后，马上安排值班人员组织救援队伍。晚上
9时左右，由乡机关党员干部、驻村辅警、部
分村民、 电站工人等15人组成救援队，迅
速奔赴事发地点。

晚上9时30分左右， 救援队伍到达电
站，发现前面道路被洪水淹没，只好弃车沿
山沟河道步行。从电站到群众被困地点，有
4公里远。 救援人员冒雨沿山边摸索前行，
不时有人被石块等绊倒。

晚上10时30分左右，救援队伍抵达救
援地点，发现10多米宽的河道水流湍急，4
人被困对面陡峭的山边。

根据现场情况， 救援队确定了救援方
案：派人涉水把救援绳、救生衣送过去，架设
绳索通道，再通过救援绳帮助被困群众过河。

新哨村党员、 辅警贺全球自告奋勇过
河送救援绳、救生衣。他把救援绳和4件救
生衣绑在身上，向上游走了10多米，再跳
入水中，利用水流斜着游过去。张永富带领
其他救援人员在岸边死死拉住救援绳。

救援持续到7月7日凌晨1时，4名被困
群众全部安全获救。

4村民垂钓被困 救援队紧急援救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刘慧云 黄呈党

7月8日10时50分， 耒阳市蓝天市场因
连降大雨发生内涝， 市场及周边居民房被
水围困。 当地消防部门冒雨作战， 成功转
移受困群众238名， 包括多名老人、 妇女和
幼儿。

当时， 蓝天市场及周边均被积水淹没，
水最深处达1.5米， 市场内及周边均有人员
被困。 救援过程中， 得知有一名怀孕4个月
的孕妇被困在水最深的位置， 消防救援人
员立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去救援， 他们利
用水上漂浮绳牵引， 打开一条救生通道，
从市场外部徒步前行300多米， 到达被困
人员位置。 由于被困人员为孕妇， 救援距
离长， 不适合用背负的方式转移。 通过观
察， 救援人员发现旁边商店有一张竹床，
漂浮性好， 迅速决定用竹床救人。 经过10
分钟救援， 最终将孕妇安全转移。

由于被困群众较多， 救援人员逐房搜
救。 经过近5小时奋战， 至15时许， 将被困
人员全部转移。

竹床转移受困孕妇

� � � � 7月8日， 北京市延庆区， 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精致典雅的湖南馆。 馆内多处布置
了经过层层评选出来的湖南盆景和兰花精品。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荨荨（上接1版）
近年来，衡阳市以建设名副其实的省

域副中心城市和最美地级市为目标，扎实
推进振兴实体经济和工业原地倍增计划，
一大批影响衡阳长远发展的大项目、好项
目接踵而至，每个月都有投资过10亿元的

项目开工建设。军民融合、有色金属、轨道
交通、 新能源汽车等8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强势崛起， 有力推动了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一季度， 全市
GDP增速排名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有望
继续领跑全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