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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王行响

进入7月， 东安县大街小巷，“国宴东安
鸡”“芦洪市东安鸡”等仿古旗帜飘扬，餐饮门
店里， 快递小哥忙着上门收寄打包好的东安
鸡。

东安鸡是一道经典湘菜， 因起源于东安
县而得名，被列为国宴菜谱之一、八大湘菜之
首。近年来，东安县积极打造品牌，创新销售方
式，使这道原在当地流行的东安鸡，“飞”上了大
江南北市民的餐桌。当地餐饮协会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东安县城，东安鸡
线上线下日销售量在1万只以上。 记者近日蹲
点东安县，探寻这只鸡的走红之道。

东安鸡成“网红”

“酒香也怕巷子深。”东安县农业等部门
负责人感慨地说：“过去， 东安鸡虽然名声在
外，可没有形成产业。”

怎么办？县委、县政府通过调查研究，决
定借“网”发力。

经过精心筹备，2017年6月17日，2017中
国东安·东安鸡美食文化旅游日活动开幕。东
安县和谐广场上长桌摆成公鸡造型，400余名
刀工把食材切块、切片、切丝，1001名厨师大
勺翻炒、小火慢炖，香气扑鼻。开幕当天的“千
人炒万人尝东安鸡活动”创下“世界最大东安
鸡宴”纪录，省湘菜产业促进会向东安县授予

“湘菜之首———东安鸡” 牌匾。
2017年9月，东安鸡在中国首届特色旅游

商品博览会和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上，从

全国各地选送的1.5万件旅游商品中脱颖而
出，斩获金奖。2018年7月，在全省乡村旅游节
上，东安鸡荣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
奖。

东安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 上述活
动通过“新湖南”、电视、网站等宣传，使东安
鸡成了“网红”，网店、微商等销售迅速兴起。
东安县芦洪市镇64岁的兰正勇对记者说，他
开的兰氏东安鸡馆每天要烹饪、 销售东安鸡
200至700多只。

让东安鸡好吃好看

永州特色菜研发中心东安地方名菜专
家、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彭岳向记者介绍，通过
不断研发创新，现在的东安鸡不但好吃，而且
卖相更好看。

见记者不解，彭岳现场演示起来，只见他
从靠近鸡的喉咙部宰杀， 用竹筷从鸡尾部探
入，掏出内脏，清理干净后，还是一只整鸡，其
烹饪过程更像是一场武术表演。原来，这是彭
岳经过30多年探索， 结合东安武术和传统东
安鸡烹饪方法， 总结和创新而成的规范操作
流程。这道功夫东安鸡酸辣适中，味透入骨，
不加任何添加物，可保质7天。

这些年， 彭岳毫无保留地把功夫东安鸡
烹饪技艺传授给大家， 培养东安鸡烹饪厨师
60多人，其中，吴学战、彭海林等10多人获得
烹饪高级职称。

记者发现，在县餐饮协会的引导规范下，
东安县各实体店销售的东安鸡， 都有统一订
制的菜盘， 这些菜盘的造型和花纹像古代的

战鼓，与东安鸡历史相称。通过互联网销售的
东安鸡，大家都坚持接单后现炒，不卖存货，
以高品质赢得回头客。

每份网上销售的东安鸡， 包装袋里还会
有东安风光照片、 人文历史宣传册， 以及筷
子、纸巾等，让广大消费者吃一次东安鸡，就
仿佛游了一次东安。

成为脱贫致富产业

东安县新圩江镇竹冲村，新种的200亩花
椒一派新绿，村民们说，要等到下半年采收的
花椒，早已经被预订一空。依托花椒产业，全
村26户贫困户脱贫摘帽。 今年76岁的原贫困
户唐明勋，去年种植花椒2亩，纯收入3.5万元。

近年，随着东安鸡线上线下热销，带动全
县土鸡养殖、生姜和花椒种植，以及米醋酿造
等产业蓬勃发展， 基本上实现“年初发放订
金，合同收购，订单销售”。

同时，不少从事东安鸡烹饪、销售的酒店
等，纷纷建立种植养殖基地，带动群众致富。
在彭岳创建的土鸡养殖基地， 他每天给鸡开
出的“食谱”是昆虫、玉米等杂粮。彭岳说，每
批鸡要养殖6个月以上，以保证品质。养殖场
年出笼土鸡达4万羽，帮助10名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

目前，东安县从事东安鸡烹饪、销售的酒
店、电商达150多家，全县发展土鸡养殖大户
360多家，每年出笼土鸡1260万羽，相关产业
链覆盖全县301个村， 带动和扶持贫困户
16652户、45880人脱贫摘帽。近3年，贫困人口
年人均增收126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秀芬

如果说抗洪抢险是一场战斗， 那么水
文监测无疑就是战前侦察。 真正的战前侦
察往往是静悄悄地秘密开展， 而水文监测
必须直接深入“敌阵”———越是波涛汹涌，
越是需要出色的侦察兵。

7月6日至14日， 我省发生持续性强
降雨，短短9天全省平均降雨160.9毫米，
占年降雨量的九分之一。 强降雨引发湘
江全线、资水干支流、沅水、洞庭湖共75
站次超警戒水位，16站次超保证水位。全
省各级水利部门闻汛而动， 全面履行监
测预报预警职能，为水利工程调度、危险
区群众转移、现场抢险方案制订、抢险物
资和队伍预置等，提供了决策参考、赢得
了战略主动。

7月2日，省水文中心根据气象预报，提
前预测出湘江全线、 资水干支流将发生超
警戒水位洪水，部分河段甚至超保证水位。
省水利厅立即组织视频会商， 紧急安排部
署，调度各类水库腾库迎洪，各级水利部门
责任人到岗到位， 为成功防御7月6日开始
的暴雨洪水抢得了先机。

7月9日，省水利厅根据汛情发展，果断
将水旱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全系统
紧急动员，加紧洞察雨水工情，及时分析研
判，“秒发”重大预警预报，为抗洪抢险当好
了“哨兵”“耳目”。

7月9日凌晨3时许， 湘江支流洣水衡
东水文站职工在监测时发现， 流速仪突
然没了信号。原来，河中漂浮物较多，流
速仪被漂浮物打坏了。职工胡伟、刘佩玮
冒着大雨，摸黑跑到岸边，奋力清理缠在
铅鱼上的杂物，迅速更换好流速仪，使监
测得以正常进行。 这是水文监测日常工
作的一个缩影———发洪水时，不分昼夜，
不管风吹雨打， 都要坚守在离洪水最近
的地方。

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将军村湘江河段
险情发生后，省水文应急监测队临危受命，
克服诸多困难和危险， 驾驶冲锋舟在波涛
汹涌的洪水中抢测溃口处水位、 流速、流
量，以及水下地形图、溃口深度、横切面积、
回填所需土石方量等， 为堵口复堤提供了
详实的决策参考。在防御7月6日至14日的
暴雨洪水过程中， 省水文应急监测队共紧
急出动75次， 为出险地抢险救灾提供了准
确的数据支撑。

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
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今年入汛前， 省水利系统开展了监测预报
预警设施拉网式检查， 全面调试和检修维
护设备，确保数据测得到、喇叭叫得响、预
警发得出。 省水利厅对全省监测预警平台
和雨水情遥测站点运行、 预警发布实时监
控，逐日通报；对异常站点限期整改。目前，
站点正常率达97%以上， 预警平台无一故
障。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移珍

夏日炎炎，一杯清凉的茶饮，无疑是受
人欢迎的。

7月13日， 喜茶第一个长沙店在五一
商圈开业，这是继奈雪的茶、鹿角巷等品牌
之后， 又一个进入长沙市场的网红茶饮品
牌， 加上刚刚宣布进入茶饮市场的瑞幸咖
啡、快乐柠檬、一点点等，本就暗流涌动的
新式茶饮市场再次掀起波澜。

茶饮市场有点热

五一商圈，喜茶开出的旗舰店，与奈雪
的茶、星巴克正好形成“品”字型，让人们对
长沙的茶饮市场有了很多想象空间。

随着社交网络的风行， 新式茶饮品牌
纷纷冒出。 因为明显的网络营销特点而被
称为“网红茶饮”，网红茶饮品牌不断加快
在全国的布局， 长沙也成为其争相进入的
一座城市。

眼下，奈雪的茶、鹿角巷早已在长沙多
个商圈遍地开花，今年7月正式进军茶饮市
场的瑞幸咖啡，目前已在长沙的70多家门
店推出新式茶饮“小鹿茶”。

今夏才在长沙开设首店的喜茶虽然姗
姗来迟，依然受到热捧。13日一开业，便吸
引了多人排队， 而大部分人买到奶茶后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照“打卡”。

外来的一线茶饮品牌来势汹汹， 长沙
现有茶饮品牌茶颜悦色、 妈妈茶等也不遑
多让。在五一广场、黄兴路步行街、太平街
以及大小商场， 每个茶颜悦色的门店都排
满了长队，节假日期间创下排队3小时等一
杯奶茶的纪录。

“长沙市场容量巨大，购买力和消费力
强，从目前市场的体量和需求来看，长沙茶
饮市场的布局还不够充分。”喜茶相关负责
人称，未来还会陆续在长沙开出更多门店。

网红茶有何魔力

茶饮品牌众多， 竞争愈演愈烈。 以喜
茶、奈雪的茶、鹿角巷等为代表的网红茶饮
品牌，客单价在30元左右，比传统的路边
小奶茶店要贵上几倍， 却能让年轻人趋之

若鹜，排队数小时等一杯奶茶。
“一杯普通的茶饮料， 用得着排队买

吗？” 年纪大点的市民对此颇为不解。
记者走访中发现， 排队购买茶饮的多

是90后年轻人。不同于中老年爱泡的传统
茶馆，新式茶饮店的装修年轻时尚，产品
名称大多讨人喜爱，比如“桃桃”“芒芒”
“莓莓”， 产品包装、 文案也无不精美文
艺，“高颜值”的门店和饮品，出现在自拍
照中无疑是可以增光添彩的， 因此很多
姑娘买到奶茶后不是马上喝， 而是赶紧
拍照发朋友圈。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
赞军认为， 新式茶饮的价值在于“第三空
间”，其价格较高，是消费者为“第三空间”
支付溢价， 满足消费者社交休闲等一定场
景的需求。同时，新式茶饮的火爆也体现了
年轻消费群体对时尚潮流的追求和体验，
形成了如今的“网红茶饮”。

茶饮市场还有多大潜力

“茶饮已经成为年轻人新的生活方
式， 咖啡与新式茶饮的消费群体高度重
合。”为何要进入火热的茶饮市场，瑞幸
咖啡联合创始人杨飞解释中国人有喝茶
的传统， 相较于欧美国家的人均咖啡茶
饮消费量， 中国的茶饮市场还有很大的
开发空间。

长期以来， 消费者对茶品牌的了解多
局限于一些传统茶叶品种，如君山银针、西
湖龙井等。 而新式茶饮将茶以一种年轻甜
蜜的方式送到消费者的口中。

业内人士认为， 伴随消费升级及人均
消费支出的提高，饮品行业将迎来大爆发，
未来市场规模将达百亿级。 目前新式茶饮
市场发展时间不长，涌现了众多品牌，各家
仍处于品牌竞争阶段， 茶饮市场目前仍然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肖赞军也提到， 很多网红茶饮品牌是因
新媒体营销而受到追捧，需要及早转型，

“去网红化”。 未来茶饮市场的竞争将越
来越激烈，除了加快布局抢占市场，还应
提高品质，做好品牌，形成可持续的竞争
力。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陈春喜

7月16日上午，临澧县望城街道永安村村
部会议室，不时传来雷鸣般掌声。原来，村里
正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该村党支部成立以
来6任党（总）支部书记悉数到场，话初心、担
使命， 号召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为群众谋幸
福，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做事不能事事都谈钱！”最先发言的是
第一任支书陶三岗。今年86岁的他，1955年起
担任永安大队（后来改为村）党支部书记，一
直到1974年。任期内，陶三岗带领大家修建了
西湖和同欢水库等工程， 饿着肚子也要把生
产搞好。身为村支书，陶三岗做事永远都是第
一个打头阵，且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从不在
群众家吃一餐饭。至今，他都是自食其力，自
己种植水稻、油菜。

“老书记说的一点不错，以前修桥，当时
村里一穷二白，但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我们大
家自己搞，出钱又出力，无私奉献，修了3年才
完工。”接过陶三岗话的是李长发，是第二任
老支书。李长发担任14年村支书，带领村民修
桥梁、建学校，还被评为省级劳模。

在李长发的任上，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李
长发说，田地责任到户后，村民的积极性空前
高涨，开荒垦地，连田埂上都种黄豆，大家很
快过上了吃饱肚子的日子。令人担忧的是，现
在有些良田，要么只种一季作物，要么干脆荒
废。 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来之
不易，艰苦奋斗作风不能丢！”

江时新、邹敬炎、朱宜清3位老支书，也各
自讲述自己任上的动人故事。一点一滴，无不
令人感动。 这么多年来， 老支书们的一言一
行，早已成为村民的“标杆”，在场的党员干部

听得十分认真。
永安村现任党总支书记苏华昌是活动主

持人，也是位老支书，他2005年起担任支书，
2016年与邻村石柏村合并为新的永安村后，
担任党总支书记。这些年，他带领村民修通了
村里的第一条水泥路，现在，水泥路已修通到
各村组，几乎家家户户出行可以不沾泥土。村
里的脱贫攻坚也取得很大成功， 在全县率先
实现整村脱贫。 苏华昌动情说：“我们现在已
进入新时代， 党和国家惠民政策铺天盖地而
来，群众的负担越来越少，我们更应该珍惜机
会，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来，携手
共建美好家园。”

望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怀素娟当天下乡调
研，路过该村。她听了6任书记的讲话后感慨
地说，6任书记前赴后继一心干实事， 其实就
是我党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时代在变，但共
产党人的初心没变、使命没变，始终坚持不懈
地为百姓谋幸福、 为民族复兴努力奋斗的责
任没有变。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邓晓丽 谢琼）走近“太阳”，“耀斑”会发生变
化；在坑坑洼洼的“月球”上漫步，深情回望地
球……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全沉浸式
宇宙科普互动体验展———“霍金与乔治的宇

宙”科普展，将于7月20日在长沙博物馆开展。
本次展览内容源自于英国物理学家史蒂

芬·霍金和女儿露西·霍金合著的《乔治的宇
宙》系列图书，该书被誉为儿童版的《时间简
史》。珍贵的图片资料展现了26年来，霍金家

族与湖南的故事。
观众还可以参与手工、绘画、科学实验等

公益体验课程，制作属于自己的宇宙光帆，遨
游外太空。 展览期间， 还将举办多场科普讲
座、科学实验活动。行星科学家、科普作家郑
永春、大英博物馆当代艺术部创始人詹姆士·
普特南等专家将开展艺术和科学启蒙方面的
讲座。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0日。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徐洋） 记者今天从株洲高新区获悉，7月18日
至29日，该区将推出5大系列活动，力推产业
项目建设。

这次系列活动分别为7月18日首届“中国
动力谷” 共享经济发展峰会、19日株洲市汽车

零部件产业合作对接会、26日“温暖企业、共谋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协作配套对接交流
会、27日“聚焦氢能产业、助推绿色发展”———株
洲·中国动力谷氢能产业峰会、29日“海纳英才、
智汇潇湘”之2019年博士潇湘名企行。

据悉，这次系列活动有不少亮点，包括易

宝支付总裁将应邀作共享经济主题演讲，相
关银企将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北汽株洲分公
司将在会上发布供应链规划，120余名博士
后、 博士及在读博士将一起研讨如何为我省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企业提供人才和智力支
撑服务等。

经济视野

———记者蹲点见闻

每天万只东安鸡
“飞”上市民餐桌

水文监测：

出色的抗洪侦察兵

一杯清凉茶饮，搅动夏日“热潮”

6任书记同话初心

“霍金与乔治的宇宙”科普展将开展

株洲高新区五大活动
力推产业项目建设

地铁1号线“同车不同温”
7月17日，长沙地铁1号线省政府站，乘客走进弱冷车厢，一旁的屏蔽门上贴着“强冷

车厢和弱冷车厢分布示意图”的标识。近日，随着气温的升高，长沙地铁1号线推出“同车
不同温”，将车厢区分“强冷”和“弱冷”，乘客可自行选择温度适宜的车厢乘车。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水上
演练
7月17日，救援人

员在货船溢油水域设
置围油栏。当天，郴州
市水运事务中心在资
兴市东江湖长盈头水
域开展溢油防护应急
演练， 增强突发事件
应急响应救援能力。

贺茂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