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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李琳）7月16日，永兴县城
便江街道，来自广东与长沙等地的旅游
大巴， 停满了中国白银文化坊的停车
场。 暑假以来，平均每天有3000多名来
自不同地区的游客，来到文化坊与银匠
们互动，体验白银制作过程，感受白银
文化的魅力。“不看山不看水，在工厂里
就能欣赏到别样的‘风景’。 这种旅游方
式，是我前所未有的体验。 ”来自广东的
游客张先生由衷赞叹。

永兴县是“中国银都”，白银冶炼历
史已有300多年， 众多稀贵金属企业的
白银提纯、银制品加工等工艺，延伸出

了独特的工业旅游，成为了全国的工业
旅游示范点。 该县民间资本打造了中国
白银文化坊，坊内拥有“天下第一银楼”
和“白银博物馆” 等景点， 不少游客慕
名前来“打卡”。 银楼旁边，集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白银冶炼史、 银器古董、 冶
炼文化于一体的白银博物馆， 书写了
永兴300多年“千秋典藏，百年传奇”的
冶炼文化历史长卷， 当地变废为宝、零
资源做成“中国银都”的奇迹成为佳话。
整个景区内，除了有文化体验区， 还有
冶炼观光区和银产品形象展示区等景
点， 让游客在了解中国白银文化的同
时，还能近距离参观白银生产加工的全

过程。
近年来，体验游方兴未艾。 随着人

们对银文化旅游需求的多样化，该县鼓
励更多企业依托自己的厂房、产品和企
业文化， 为旅游者提供参观、 游览、体
验、购物等服务，满足游客需求。 如永兴
联合国银公司打造的银文化旅游项
目———“百壶园”，是湖南银品文化的特
色旅游区，集中展示汉、唐、明、清、民
国、当代的特色实物壶，让人穿越时空
去感受特有的中国壶记忆。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该县工业旅
游共接待各地游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
长25%，成为永兴县旅游的一大亮点。

� � �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田育才）
三伏时节，“热浪”扑面，张家界各大景
区，游人如织。据权威部门统计显示，张
家界上半年接待游客2701.1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373.59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20.75%、26.85%。

今年来，张家界按照旅游产业总体布
局,做精做美全域旅游，推动旅游高质量
发展。上半年，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天
门山、西线旅游等品牌景区游客均有不同
程度增长。 借力全域旅游发展，以民俗风
情、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参与体验为主题
的热点景区层出不穷， 受到游客热烈欢

迎， 成为拉动全市旅游增长的新生力量。
马儿山、朝阳地缝、老院子、洪家关美丽乡
村等乡村景点，上半年接待游客增幅分别
达143.83%、516.75%、80.49%和45%。

此外，通过“以外促内”、优化入境
旅游市场奖励政策、 成立境外旅游智
库、增开国际航班、参加国际旅游展等
手段， 提升张家界国际知名度和美誉
度， 入境旅游增幅成倍增长。 上半
年，张家界入境游客人数达62.26万
人次，同比增长164.87%，增幅全省
第一。入境游客大幅增加，得益于交
通给力。上半年，张家界荷花国际机

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27万人次， 同比增
长33.47%， 其中境外旅客13.5万人次，
同比增长125.02%。

入境旅游市场“旺”，带动旅游外汇
收入“涨”。上半年，张家界实现旅游外汇
收入3.9亿美元，同比增长253.89%，旅游
外汇收入与增幅排名均是全省第一。

江永香姜“抢鲜”上市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7月20日一大早， 江永县桃川镇建安亭村
农民胡秋平就将挖好的300公斤香姜， 送到村里
的惠民电商服务站。 胡秋平告诉记者，入夏以后，
雨水充沛，香姜长势很好。

据介绍， 该县今年香姜提前十几天进入采收
期，头茬香姜的市场尝鲜价每公斤14元。经统一包
装后，主要销往长沙、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大超市，
也有部分销往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江永县气候温和，土质富含硒元素，种
出的香姜洁白如玉、脆嫩无丝，深受消费者青睐。近
年来，该县采取“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农民发
展香姜种植。同时，借助电商渠道和网络优势，把江
永香姜“引流上线”，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流通渠道。
目前，全县香姜种植面积达1.6万亩，预计今年总产
量3万多吨，带动1000余户农民致富增收。

邵阳县“智慧党建”
汇聚脱贫攻坚力量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7月19日上午，通过“夫夷先锋智慧党建”网
络平台， 邵阳县1600多个党组织、3.3万余名党员
聚焦脱贫攻坚，集体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据了解，“夫夷先锋智慧党建”网络平台是邵阳
县开发的一个推进基层党建的管理平台、服务党员
群众的便民系统，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电视机、一
体机等上网学习、互动，还可召开视频会议等。

在黄亭市镇油斯村， 村党支部书记吕南拳通
过“夫夷先锋智慧党建”视频会议系统，认真收看
学习主题党课。研究生毕业返乡创业的吕南拳，成
立了邵阳市稻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去年，他通过

“夫夷先锋智慧党建”，认领村民“心愿”，与103户
贫困户签订了5年南瓜保底收购协议。

“夫夷先锋智慧党建”把流动党员也纳入统一
管理，在“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
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深圳创业的塘渡口镇
双杏村党员蒋佳， 担任村党支部驻深圳流动党员
党小组长，他通过“夫夷先锋智慧党建”平台组织
流动党员关心家乡建设， 先后为村里公益事业捐
资10余万元。

目前，“夫夷先锋智慧党建” 已在邵阳县直机
关单位、乡镇场、村（社区）实现全覆盖，汇聚起广
大党组织和党员的力量， 加快推动脱贫攻坚和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2019黄龙音乐季
拉开帷幕

共设319.8万元艺术发展资助金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李远明）峰林起天籁，田园响欢歌。 7月22日，在世界
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生态广场、天子山
群峰之巅、金鞭溪幽深峡谷，一批音乐爱好者先后
以快闪的形式唱响《我爱你中国》，拉开了以“竞技、
教育、快乐”为宗旨的2019黄龙音乐季大幕。

2019黄龙音乐季分设声乐艺术周、钢琴艺术周
两大主题板块。 其中，声乐艺术周于7月22日至7月
30日举行，共设置214个奖项，艺术发展资助金合计
186.5万元，3名特等奖的艺术发展资助金均为30万
元；钢琴艺术周将于8月2日至8月9日举行，共设置
204个奖项，艺术发展资助金合计133.3万元，专业
组特等奖得主将获得50万元的艺术发展资助金，业
余组特等奖的艺术发展资助金为10万元。

黄龙音乐季期间，除精彩赛事外，还将举行峰
林音乐盛典、大师音乐会等活动。 其中，7月26日在
张家界老磨湾大氧吧广场上演的峰林音乐盛典上，
俄罗斯爱乐乐团及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艺
术家将莅临现场，共同演绎《我爱你中国》《我的祖
国》《红旗颂》《天鹅湖组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波罗维茨舞曲》等中外经典名曲，让观众在自然奇
观中欣赏到世界音乐之美。

黄龙音乐季首办于2016年， 一年举办一次，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万名音乐爱好者参与，
1300多万元的艺术发展资助金成就了5000多位音
乐爱好者的艺术梦想，被誉为国内最具观赏性的大
型音乐展演、比赛、交流活动。

通讯员 柏涛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一边是自己的家庭，一边是已故大
哥留下的年幼侄子侄女，还有一个身有
残疾的二哥需要照顾，这就是郴州市北
湖区仰天湖瑶族乡红花村村民黄来根
每天醒来要面对的生活。 10多年来，这
个朴实的汉子， 用并不厚实的肩膀，独
自扛起3个家庭的重担，奋力前行，受到
乡亲们的称赞。

7月21日，烈日炎炎，记者一路翻山越
岭来到红花村黄来根家，看见他和二哥黄
石根拿着瓢瓜在喂鸡。黄来根的二哥从小
患有小儿麻痹症，因家里经济困难，无钱
医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落下终身残
疾。父母过世早，于是，照顾黄石根的重担
就落在黄来根和大哥黄安来的肩上。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 2003年，黄

来根的大哥黄安来患尿毒症，四处求医
治病欠下一身债，2006年不幸病逝。 那
年，大哥的女儿小珠4岁，儿子小峰才生
下来7个月。

一个月后，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的
大嫂，经受不住丈夫去世的打击离家出
走，没有再回来。黄来根家底本来就薄，
但他还是咬牙扛起照顾二哥和侄子侄
女的重任，生活压力剧增。后来，黄来根
的妻子因无法承受生活的艰辛，也选择
离家出走。

因为要照顾二哥和侄子侄女，黄来
根没办法外出务工，靠种田和养殖家畜
为生。 红花村地处大山深处，人均耕地
少，黄来根虽然很勤劳，但是收入有限，
经常入不敷出。懂事的小珠觉得家里仅
靠叔叔一人支撑压力太大，为减轻叔叔
的负担，曾产生过放弃读书、外出打工

的念头。 黄来根知道后极力劝说，在他
的坚持下，小珠重返学校。 当地政府得
知他们的情况后， 也给予了大力援助。
小珠、小峰被纳入贫困户，黄来根的二
哥被纳入低保户， 同时享受残疾人补
贴，这减轻了黄来根的压力。

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小珠和小峰在
叔叔的照顾下非常懂事，课余时间会帮
助黄来根一起照顾二叔，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家务。 这一家人相依为命，却也其
乐融融。

侄子侄女逐渐长大，各种费用增加。
尽管如此， 黄来根也从未放弃：“只要他
们上进，肯读书，我就算砸锅卖铁也心甘
情愿付出， 何况还有党和国家的政策支
持，再苦再难也有熬出头的一天。 ”

黄来根对未来充满信心，要把这个
家支撑下去，并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上半年旅游吸金373亿元
入境游客增幅、旅游外汇收入成倍增长

“工业+旅游”擦出新火花
体验游半年揽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25%

张家界

永兴

打赢“六稳”攻坚战
湘潭市多项经济指标位居

全省前列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曾佰龙 实习生 廖甜雪) 记者今天从湘潭市上半
年度经济形势分析暨产业项目建设讲评推进会上
获悉，该市围绕“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发力，上半年多数指标实
现“双过半”，其中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实际利用
内资增速和实际利用外资增速位居全省前3位。

在稳就业方面， 该市城镇新增登记失业率
3.23%，保持了较低水平，城镇新增就业34145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14221人，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6273人， 分别完成了年度目标的68.0%、69.0%和
74.0%。 在稳金融方面，该市上半年完成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111.4亿元，同比增长0.8%，扭转了负增
长态势。湘潭是内陆三线城市，外贸是经济发展的

“短板”，上半年利用外资8.39亿元，总量排名全省
第4，同比增长19.71%，增幅排名第2位。 在稳外贸
方面，上半年湘潭完成进口18.31亿元，同比增长
61.2%，增幅全省排名第4位。 湘潭市一方面利用
外资，一方面激发民间投资，在稳投资方面艰难实
现预期，上半年该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5%，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说，下半年，湘潭市将集
中精力抓好实体经济发展、重大项目落地、政府债
务攻坚、财税收入管控、乡村振兴实施和各项民生
事业，继续巩固“六稳”成果。

小说作者给
故事原型人物赠书
长篇小说《田家湾》联谊座谈会

在浏阳举行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王文）20日，一场特
殊的赠书联谊会在浏阳市浏阳河大酒店举行。 来自
北京的作家刘国胜将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田家湾》
赠予小说故事原型———当年在浏阳插队时的老师、
同伴，感谢他们曾给予的帮助。

刘国胜祖籍湖南株洲， 年青时曾在浏阳插队，
他在浏阳生活了两年多，和当地的老乡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他视浏阳为第二故乡，并以这里为背景写
了长篇小说《田家湾》，了却一桩长达50年的心愿。

会议吸引了浏阳市文联作协以及当地文学界
人士参与。 会上大家纷纷发言，畅谈对《田家湾》的
读后感。 浏阳市集里中学的同学深情朗诵了《田家
湾》片断，大家一起回顾了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浏阳的风土人情。

老百姓的故事 黄来根：独自扛起3个家庭的重担

学习垃圾分类
拥抱绿色生活

7月20日下午， 长沙市开
福区洪山街道洪雅社区，小朋
友和家长一起参加环保服装
秀。 当天，该社区举办“绿色环
保、垃圾分类”全家总动员活
动，加强青少年及其家长对垃
圾分类的认识，树立环保的理
念与习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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