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琼 王亚文

金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江花。借
诗人孟郊的诗来写岳阳市君山区“最美长
江岸线”，最合适不过。国庆长假，长江大堤
君山段的赏花游成了游客的新选择。10月
5日， 长沙环保志愿者周自然带着亲友，来
到君山区广兴州镇长江沿线的千亩花海，
木芙蓉、百日菊、金鱼草、勿忘我、虞美人等
竞相开放， 众多游客的心几乎都被花海融
化了。

君山区共有长江岸线44.1公里。过去，
外滩均是芦苇、欧美黑杨，甚至有人抢种蔬
菜、拉网养殖；内平台除了很多杂草，还有
畜禽栏舍、砂石堆场。整个岸线杂乱无章，
满目荒凉。

近年来，君山区以“守护好一江碧水，
打造最美长江岸线，建设好精致君山”为目
标，围绕水资源保护、生态修复与保护、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等六大领域， 打响了生态

保卫战。全区清理砂石码头39处，拆除外
滩、内堤“空心房”等违章建筑物3403处，
砍伐欧美黑杨3500多亩；同时,对辖内长江
岸线，进行整体规划和修复，还原堤外滩涂
生态，加固通畅堤身，美化堤内沿线，全面
实现了净化、绿化和美化。

现在, 巍峨的长江大堤犹如一条绿色
巨龙，绿草茵茵，小鸟低鸣，湿地上万亩芦
苇荡让人心随风动，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
在长岭炼化公司上班的尹先生， 开着小车
带着孩子与两位老人，上大堤来看风景。他
用“心旷神怡”来形容自己的观感。

君山人顺势而为，办起了农家乐，做起
了特色菜，贩起了迟熟的莲蓬、葡萄及豆瓣
酱等特色农产品。 该区现已建成六门闸吃
鱼一条街、柳林洲挂口村农家乐一条街，
并有闻名遐迩的五星级农家乐2家。区文
旅广电体育局负责人蔡远胜介绍，自10月
1日起， 每天来君山的游客超过8.5万人，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逾5500万元， 同比增
长24.3%。

一日看尽长江花

� � � � 湖南日报10月5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林振林 金铭）传统婚嫁、拜码头、旗
袍秀、湘西苗族风俗“拦门酒”……10月5日，
徜徉在洪江古商城核心景区“烟雨洪江”街
区，来自江西的游客刘雯如醉如痴，对古商
城内厚重的历史文化赞不绝口。

经过数年的建设和打磨， 今年国庆假
期，洪江古商城核心景区“烟雨洪江”街区
（一期）全面开启试运营模式，向游客展现
出迷人风姿。大湘西美食季、怀化首家旅游
特产展销中心、湖南怀化旅游摄影展、湘西
首家汉服主题文化情境体验馆、 夜游潮玩
古城等活动全面开展， 游客的文旅体验得
到了极大提升。 全新对外开放的仿古建筑
外墙披满景观灯，流光溢彩。街道内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远远望去，仿佛时光穿越，昔
日繁华的“小南京”重现。

在洪江古商城各主要景点内，《歌唱祖
国》的歌声响彻四方。围绕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主题， 景区特意
推出了“向祖国表白:我爱你，中国”“中华
商道·明清记忆”“犁头嘴·中国味” 等五
大“中华情”主题旅游活动。10月1日，景
区党员和志愿者还制作了2019碗寿面，
邀请游客品尝。

“烟雨洪江”对外开放，众多活动别具
一格， 吸引了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据统
计，10月1日至5日， 洪江区共接待游客3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317.8万元，分别同
比增长14.6%和16.6%。

“烟雨洪江”引来八方游客打卡

� � � � 湖南日报10月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宋必凤）“国庆假期，带孩子来这里
参观， 就是要告诉他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
易，一定要爱国，要懂得珍惜感恩！”今天上
午，在长沙县参观完杨开慧纪念馆后，市民
杨女士感慨地对记者说。

杨开慧纪念馆， 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国庆假期，为传承红色基因，纪
念馆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教育宣讲活动，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天上午的主题宣
讲会， 讲解员都会声情并茂地为游客讲
述有关杨开慧烈士的故事，以爱情、亲情

和信仰为切入点， 让游客更全面的了解
杨开慧烈士坚定不移、 矢志不渝的革命
信念， 也让红色基因牢牢地扎根在每位
游客的心中。

为丰富国庆假期游客们的活动内容，
纪念馆还在广场外搭设了国庆主题标牌，
设置了“我与国旗同框”景点，供游客拍照
纪念， 许多游客在镜头前表达自己对祖国
的祝福和赞美。

初步统计，国庆节以来，杨开慧纪念馆
和托管的缪伯英故居、陈树湘故居、刘少
奇天华调查纪念馆4个红色旅游景区景
点日接待量高达1.2万人次。

“红色游”引爆杨开慧纪念馆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10月5日，在原永州市九嶷山铅锌矿
区旧址上建成的仙子山地质生态公园层
林尽染，百鸟争鸣，游客徜徉其中，流连
忘返。

当地村民冯仁材高兴地对记者说 ,通
过综合治理，昔日千疮百孔的“癞子山”成
了远近闻名的新景点。10月1日以来，该公
园每天接待游客在2000人次以上。

原永州市九嶷山铅锌矿位于该市道
县、宁远、江华、蓝山4县交界处。上个世纪
50年代起，国有采矿企业和一些非法矿主
乱开滥采，导致这里矿渣废石随处可见，造
成多处泥石流、石漠化隐患，水质不达标。
矿区所在的山头因采矿造成岩石裸露，千
疮百孔，而得名“癞子山”。

2006年，永州市启动九嶷山铅锌矿整
治工程，关闭52个矿洞，封存30个尾砂堆
存点。2015年起， 该市进一步推动矿区环
境治理与生态旅游相结合， 运来土方平整
废弃采矿坑，恢复山型。种植黑麦草和高山
杜鹃等，修复植被。依山势造景、建造观景
台， 在尽量不破坏原有生态的前提下铺设
游步道。终于，打造出一处地质生态公园，
取名“仙子山”。

如今，当地生态好了，水甜了，群众的
日子也越来越好,大家纷纷吃上了旅游饭，
当地发展农家乐、 旅游品店等30多家。宁
远县九嶷山瑶族乡三亩田村村民冯仁旺
对记者说， 以前， 大家用的水是浑浊的，
现在变得清澈甘甜。 他家还开起了农家
乐，每天接待游客30多人次，去年收入达
11万多元。

“癞子山”成地质生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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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教日月换新天
———三位村干部共话韶山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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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5日讯 （唐曦 王皆清 唐笑）
“前阵子园区拨付我们42万元研发奖补资金，用
于订购新的测试设备，将进一步推动企业研发。”
国庆前夕，衡阳镭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作为衡阳高新区首批入驻的高新企
业，短短几年获得高速发展，成为国内钢铁行业
“智造”的“亮点”，年销售收入已突破2亿元。

近年来，衡阳高新区全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一方面高起点规划产业布局，吸引优
质企业集群入驻，另一方面不断出政策、强平台、
优服务，厚植创新发展“热土”，引导企业创新发
展。如今，高新技术力量已然成为园区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今年1至8月，园区规模工业高新技术
产值占比达75.2%。

在产业布局方面， 园区谋划打造以创新经
济、新兴金融产业为主的陆家新区，以健康产业、
电商产业、 创意产业为主的衡州大道现代产业
轴，以湾田科技园、安发电子产业园、衡变科技园
等产业园区的升级改造为依托的南部工业更新
改造区等三大产业带，吸引优质高新企业抱团入
驻。近3年，园区共引进“高、新、精、尖”企业205
家，其中引进国际国内“500强”企业22家。

衡阳高新区制定扶持企业的系列政策，从产
业发展、招商引资、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予
以企业最大限度扶持。相关数据显示，近3年高新
区财政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资金就达2.5亿元以
上。引进一系列专业服务机构，为入驻企业提供
注册登记、项目申报、财务审计等一站式服务，让
企业能够集中精力做好研发和主业。

2018年， 衡阳高新区科技创新能力在全省
21个省级以上高新区中排名第三，被省政府表彰
为“落实创新引领政策成效明显的园区”。今年5
月，园区又被国家工信部评为“国家级创新创业
载体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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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骆国平 肖井冬

进入9月，湘南的桂阳花繁果硕，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 桂阳县工业园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
园，混凝土搅拌车、挖掘机一片忙碌，港艺、事达
等10家企业正在开展施工竞赛。

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园是我省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首个产业链整体招商落地的家具产业
项目，总投资200亿元，拟引进家居企业100家
以上。

2017年8月，这艘家居“航母”扬帆起航，去
年被列为省级重点项目后，一路乘风破浪奋楫
前行。

创新招商模式， 百家家居企业
抱团来

9月21日， 周劲松刚从广东风尘仆仆招商回
来。

周劲松是桂阳正和镇人，在广东家居行业打
拼多年，被县里聘为东莞招商牵头人之一。

近年来，面对招商引资激烈态势，桂阳创新
招商模式，从单一企业引进，升级到全产业链招
商。通过开展老乡招商、以商招商、协会招商，力
争引进一个，带来一群。

家居行业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桂阳是郴州
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且交通区位和资源优
势得天独厚，因而被广东家具协会列为重要战略
拓展地之一。

为使广东家居行业整链条转移到桂阳，县委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与周劲松一道，多次带领招商
小分队，一家家企业实地走访，登门拜会一个个
老板，密切对接一个个商会。

荩荩（下转2版）

� � � � 新华社长沙10月5日电（记者 刘紫凌 袁
汝婷 帅才） 湖南韶山，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
乡。 他在这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
支部之一，也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诗句。

这是一方英雄的土地：1500余人为革命
献身，144人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这也曾是一
方贫瘠的土地： 山脉虎踞龙盘， 山谷沟壑众
多，偏僻艰苦。

数十年来， 韶山人民风雨兼程、 顽强拼
搏，让穷山沟换了新颜。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记者再访韶山，听当地村干部描绘奋斗图
景，共话山乡巨变。

自力更生：肩挑手搬修水利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

女不嫁韶山冲，柴棍红薯度一生。”党的十九
大代表、74岁的韶山村党委第一书记毛雨时
说，这首打油诗曾是韶山的真实写照。

可他记忆中最鲜活的， 却是一首打夯号
子：“团结起来，诶嘿！大办水利，诶嘿！”

1956年夏天， 久旱不雨的韶山晚稻减产
五成，掀起大修水利的热潮，持续到20世纪70
年代。

1967年，二十出头的毛雨时背起铺盖、担
着簸箕，住到了工地上。“几千人干活，靠的就
是肩挑手搬。”毛雨时回忆，在缺粮少油的年

代，大家靠红薯果腹。“老吃红薯不好消化，撑
得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毛雨时和其他青壮年们一担担挖出泥土，
垒在堤上，再用夯一层层压实。八九个人才能抬
起一个夯，大家喊着号子，劲往一处使。

中共韶山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资料记载，
在韶山兴修水利的高潮阶段，工程指挥部使用
拖拉机发电照明，组织干部群众分批夜战。

灯火通明，点亮了无数个奋战的夜晚，也
点亮了韶山人民战胜饥饿的决心———

1958年至1962年，大约5年间，当时的“韶
山人民公社”累计投劳72万个工日，完成土石
方71.92万立方米，建成3座水库，整修1000余
口山塘，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万余亩。

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 曾让韶山的国民
经济严重受损。可是，这里的人民怀着战胜贫
瘠的迫切愿望，肩挑手搬，自力更生，为韶山
后来的“蝶变”打下基础。

追求小康：穷则思变活经济
韶山银田村村主任颜昌为， 有个饥饿昏

暗的童年———
20世纪70年代初， 颜家7口人住着茅草

房，全部的电器就是两个灯泡，房顶墙角挖个
洞，1个灯泡勉强照亮两三间屋。困难时期，每
人每天只能吃1碗饭。 有一天，10岁的弟弟哭
着要吃两碗，父亲就没吃上。

1981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银田村
实施，让老百姓过上了“想吃几碗饭就吃几碗
饭”的日子。

同年冬天，相隔不远的韶山村，耕地山林
也承包到户。毛雨时回忆，不久后，粮食开始
年年有余。

“光吃饱还不够，得挣钱啊。”毛雨时、颜
昌为都记得，变化是那时开始的———

1981年， 韶山村村民胡雪梅做起了钢笔
刻字的生意，“参观韶山留念”， 刻6个字5分
钱，生意红火。

银田村村民龙正良也发现商机：电力改
造升级，催生了旺盛的电杆需求。他带领村
民做水泥电杆，银田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电
杆之乡”。

3年后，54岁的村妇汤瑞仁用1块钱买了
两斤绿豆，7毛钱买了1斤白糖，挑着熬好的绿
豆粥来到路边， 却不好意思叫卖。“有游客问

‘稀饭卖吗’，我说‘你喝吧，看着给’，第一天
就赚了5块多。”

1987年，汤瑞仁开起了“毛家饭店”———
土屋摆上四方桌，菜谱是红烧肉、火焙鱼、豆
豉辣椒，客人络绎不绝。

“老百姓觉得做生意丢人。我们花了很大
工夫扭转观念。”毛雨时、颜昌为都说，那几
年，韶山的干部们反复动员老百姓走向市场。

荩荩（下转3版）

� � � � 湖南日报10月5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
斯 通讯员 刘石江）国庆长假，位于宁乡市
黄材镇的炭河古城景区人气火爆，团体游、
自驾游等接踵而至，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这里感受辣椒节的丰收喜悦。

据统计，截至10月5日，国庆假期景区
接待游客217132人次，《炭河千古情》共演
出26场。

从10月1日起， 宁乡炭河古城景区每
天举行吃辣比赛。吃辣比赛中，选手们左
右开弓，抓起辣椒就往嘴里塞，众人辣得

额头冒汗，涕泪齐下，感受从内到外的辣
爽体验。

“我从小就不怕吃辣， 现在是一名厨
师！”来自益阳市的游客陈吉叶以生吃17个
朝天椒的成绩，获得当天比赛的冠军。

炭河古城负责人介绍， 吃辣比赛可以
展示湖南人火辣、热情的性格，像这样的吃
辣大赛炭河古城每天都会举行， 获胜者能
赢取各种奖品。 辣椒节将持续至11月30
日，期间将有辣椒狂欢大巡游、辣椒快闪、
辣椒锅庄等演艺秀轮番上演。

炭河古城“火辣辣”

跨省作业
助力收割

10月5日， 嘉禾县
普满乡雷家村，来自河
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
的农机人员在为当地
村民收割晚稻。国庆假
期，河南、安徽、四川等
地的农机合作社人员
纷纷来到湘南各地开
展跨省作业。

黄春涛 摄

悦
游
花
海
乐
享
假
期

� � � � 上图：10月5日，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游客在向日葵花海中赏花拍照。国庆假期，
该园10万余株向日葵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彭炜 摄影报道
右图：10月5日，道县祥霖铺镇两河口村，小朋友在向日葵花海里撒欢。

蒋克青 陈旺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