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孟姣
燕）国庆黄金周秋高气爽，游客出游兴致
高涨。 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发布数据显
示， 黄金周7天全省共接待游客6736.21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16.98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1.5%和16.74%。 全省纳入
统计监测的125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1302.3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8.66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3.2%和10.9%。

红色旅游成为很多游客的必选项
目， 人们在浓郁的国庆节日氛围中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洗礼。麓山景区、韶山
景区、橘子洲景区、刘少奇纪念馆分别
接待游客53.78万人次、39.09万人次、
38.78万人次、20.79万人次。 浏阳、平
江、醴陵、茶陵、炎陵、桂东、汝城等湘
赣边红色旅游协作区县市红色旅游强
劲增长。

自驾游、高铁游成为重要出游方式。
郴州、永州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前来

莽山-东江湖-汝城、 东安舜皇山-溪水
以南·花境花海等线路的游客络绎不绝。
凤凰县老洞自驾营地、 邵阳武冈露营公
园、望城区月亮岛的自驾车排成长龙，露
营基地“一帐难求”。

文旅融合产品“点燃”假日消费。伟
人故里、魅力湘西、大美洞庭等六条“爱
上湖南” 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浏阳市文
家市镇、永顺县芙蓉镇等“湖南省首批十
大特色文旅小镇”，把湖南境内的奇秀山
水、红色经典、古镇古村等特有文化旅游
资源，巧妙串珠成链，供游客选择。黄金
周7天， 全省过夜旅游者931.54万人次，
同比增长10.9%。

国庆黄金周期间， 全省文化和旅游
市场秩序平稳有序， 无旅游安全事故和
重大旅游投诉。截至7日16时，省文化和
旅游厅旅游投诉值班电话共接到旅游投
诉5起， 全省各地共接到有效旅游投诉
62件，均已妥善回复处理。

黄金周6700多万人次游湖南
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 � � �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柳青青）“十一” 黄金周假期，湖
南人消费热情高涨， 折射出假日经济市
场的广阔空间， 体现了消费拉动经济增
长的强劲动力。省商务厅对全省587家零
售、餐饮企业进行监测显示，今年国庆黄
金周期间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0%。

省商务厅称，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全省消费品市场商品品种丰富、 货源充
足、价格平稳，节日氛围浓郁、市场秩序
良好。

天气良好， 长沙市各大商圈节日气
氛浓厚，直播国庆大阅兵、送国旗、推出
促销海报，吸引了大量客流，大部分监测
企业销售额有所提升， 步步高梅溪新天
地销售同比增长70%，客流增长20%。邵
阳市重点监测的超市商品销售达3620
万元，同比增长10.2%，烟酒、食品、土特

产、水果等食品尤其畅销，销售额是平时
的2至3倍。岳阳市步步高（步行街新天地
店） 销售额预计同比增长15.1%， 大闸
蟹、冬枣、猕猴桃、百草味坚果等国货品
牌受追捧。常德市对城区11家重点商场
超市的监测统计显示， 黄金周期间共实
现销售额10060万元， 销售额较去年同
期上涨10.7%。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绿色消费理念
不断普及，低碳环保节能型产品受青睐，
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平衡车、海尔智慧
家庭等智能产品销售兴旺。 支付加快移
动化，支付宝、微信支付、翼支付等无现
金付款方式，既方便还有奖励，实现无现
金消费。假期充裕，不少人选择出门“走
走”，或者走进电影院，全省文化休闲消
费热情高涨。

荩荩（下转2版①）

“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我省587家受监测企业国庆黄金周销售额同比增长约10%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曾佰龙 记者 蒋睿

今年9月30日，是我国第6个法定“烈士纪
念日”。韶山市烈士陵园“六英台”毛岸英铜像
前，不少市民敬献鲜花，向铜像三鞠躬，以此
缅怀毛岸英烈士。

10月7日， 韶山市党史办主任龙亚力向
记者展示了一封毛岸英的书信 (复印件)。他
在1949年10月24日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写
道：“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
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
骂我不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
责骂， 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
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

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
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
至于父亲， 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
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水火不
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字里行
间，表达了毛岸英一种朴素的、大公无私的
爱国情怀。

龙亚力说：“在当时的同龄人中， 像毛岸
英这样经历曲折的人非常少，他先后流浪、留
学，在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国内学农，
参加土改，到工厂当干部，参加志愿军，最后
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
后， 一直反对人们因他是领袖的儿子而另眼

看待。湖南解放后，他非常怀念当年冒着危险
照料自己的外祖母向振熙(杨开慧之母)和其
他亲属， 经父亲同意专门来过一次湖南老家
为外婆祝寿。不过，面对一些亲属按照旧观念
提出安排职务的要求，他都不讲情面。1949年
10月，毛岸英给表舅向三立写了这封信，就某
亲属“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
表示“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
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共产
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 毛泽东之所以不同
于蒋介石， 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
蒋介石的子女妻舅， 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
之外，正在于此。”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记者 熊远帆
欧阳倩） 吃饭排到2万号、 岳麓山单日

“10万+”……这个国庆长假，长沙再显
“网红”气质。记者今晚从长沙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获悉：国庆假期，长沙全市共接
待 游 客 955.59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20.12%； 实现旅游总收入87.62亿元，同
比增长22.48%。“文旅融合”的长沙再一
次成为湖南旅游的“流量”入口。

国庆长假期间，文旅融合之势，激活

长沙文旅市场。 长沙的“网红” 打卡
点———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国庆假期客流
剧增，共接待观众近10万人次。宁乡炭
河古城推出“千古辣椒节”主题活动，从
湖南辣椒饮食文化入手， 推出辣椒狂欢
巡游、 辣椒快闪、 辣椒锅庄等火辣演艺
秀。 华谊兄弟长沙电影小镇也推出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潇湘电影音乐节，
以文化产品吸引游客。

荩荩（下转2版③）

“网红”长沙再发力
接待游客955.5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7.62亿元

� � �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通讯员 夏喜
衡 谌许业 记者 孟姣燕）今年国庆黄金
周，雪峰山艳阳高照，秋色宜人。雪峰山
各大景区景点内游人如织，车流不息，客
栈酒店爆满，停车场一位难求。

在溆浦县云端古村雁鹅界，花瑶同
胞用质朴的感情， 为游客献上一道道
颇具烟火味的“民俗大餐”———“雁舞金
秋·花飞花瑶” 晚宴和夜间实景剧演
出。 实景剧演出以民族团结庆国庆为

主题，由当地百姓演绎，原汁原味地展
现了花瑶文化的独特魅力，令游客们如
痴如醉。演出座无虚席，观众最多的一
场达2000多人。

枫香瑶寨作为“网红”景点，吸引了
广东等地的游客前来“打卡”。白天看非
遗辰河高腔、花瑶挑花表演，在高山无边
泳池浪漫畅游； 晚上的篝火晚会则把寨
子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荩荩（下转2版⑤）

花瑶“民俗大餐”搅热雪峰山旅游

在中宣部、中组部等组织开展的“最美奋
斗者”评选表彰活动中，湖南籍和在湖南工作
的毛岸英、文花枝、余元君等16人获此殊荣。

从今天起 ，本报开设 “最美奋斗者 ”栏
目 ，报道这16位 “最美奋斗者 ”的先进事迹 ，

讲述他们与祖国共成长 、 共奋斗的感人故
事 ，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 “最美奋斗者 ”为
榜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唱新时代奋
斗之歌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

走进韶山冲 感怀爱国情
———追忆毛岸英

编
者
按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在中国传统节日
重阳节来临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6日
给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30位

老人回信， 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励， 并
祝全国的老人们健康长寿、 生活幸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 看到你们的来

信， 我想起了十年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
景。 得知你们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 生活充
实快乐， 我很高兴。

习近平表示， 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 你
们见证了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变， 亲历了
“一国两制”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你们说为
自己是中国人感到由衷的骄傲， 我相信这也
是广大澳门同胞的心声。 希望你们坚持老有
所为、 继续发光发热， 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
回归前后的故事， 鼓励他们把爱国爱澳精神
传承好， 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携手
把澳门建设得更加美丽。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立于2007年，
是一家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 2009年1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澳门期间， 曾
到中心亲切看望。 近日， 颐骏中心长者义
工组的30位老人给习近平写信， 讲述了澳
门回归后的发展变化， 表达了深为自己是
中国人而骄傲的心情、 传承好爱国爱澳精
神的决心。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全体
成员：

你们好 ！ 看到你们的来信 ， 我想起
了十年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 。 得
知你们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 、 生活充实
快乐， 我很高兴。

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 ， 你们见证了
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变 ， 亲历了 “一国
两制 ”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 你们说为自
己是中国人感到由衷的骄傲 ， 我相信这
也是广大澳门同胞的心声 。 希望你们坚

持老有所为 、 继续发光发热 ， 多向澳门
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 ， 鼓励他们
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 ， 积极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 ， 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
美丽。

重阳节就要到了 ， 我祝你们 、 祝全
国的老人们健康长寿、 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19年10月6日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回 信

习近平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
向全国的老人们致以重阳节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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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10月4日至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六国元首互
致贺电，庆祝中国与六国建交70周年。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六
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
愿。习近平指出，六国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
国建交的一批国家。建交70年来，中国同
六国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原
则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给中国同
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双
方高层交往密切， 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丰
硕，人文交流丰富多彩。新时代，中国同六
国的关系面临新的更广阔的前景。 我高度
重视同六国关系发展， 愿同六国元首共同
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用好共建
“一带一路”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遇，推动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六国元首一致表示，70年来， 各自国
家同中国的双边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
云变幻的考验，取得长足进展和丰富成果。
六国高度赞赏中国在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
国梦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重视发
展对华关系，珍视传统友谊，愿全面加强
同中国双边交流与合作，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向前
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分别同六国总理
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六国以建
交70周年为契机，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双
边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欧盟合作取
得更大进展，更好实现互利多赢。六国总理
表示，愿不断提升与中方务实合作水平，共
创双边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美好
未来。

� � � �庆祝中国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
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六国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六国元首
互致贺电

湖南日报评论员

日前，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278名
个人、22个集体中，文花枝、毛岸英、余元君 、
张超、张孝骞、汪勇、周令钊、欧阳海、罗健夫、
罗盛教、郑培民、钟扬、袁隆平、雷锋、谭千秋、
谭清泉等16人出自湖南。 他们是三湘父老的
骄傲，潇湘大地的荣光。

这次评选出来的“最美奋斗者 ”，涵盖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
来的忠诚于党、报效祖国、扎根基层、服务人
民的英雄模范。虽然所处年代不同，工作岗位
各异，但他们以感人至深的奋斗精神站到了足
以让人心怀敬仰的精神高地。他们的奋斗，有瞬
间发生的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有默默无闻一
辈子的坚守付出。这一连串闪耀着时代光芒的

名字，是载入史册、彪炳千秋的群英荟萃。
“奋斗”，体现的是兢兢业业 、脚踏实地 、

与时俱进的生活态度，体现的是知难而进、顽
强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的是艰苦
朴素、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体现
的是乐于清贫、苦己为民、不驰于空想 、不骛
于虚声的工作作风。“宁可少活二十年， 也要
拿下大油田”，铸就了大庆油田的辉煌 ；红旗
渠、韶山灌区等一个个人间奇迹，见证着新中
国筚路蓝缕的发展轨迹， 见证着成千上万普
通劳动者的付出……奋斗， 是 “能够战胜一
切”的力量。

“最美奋斗者”，是引领时代的标杆。以共
和国主席之子身份主动请缨投入抗美援朝的
战斗， 毛岸英的事迹感天动地；“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以自

己20多岁的青春年华，感动、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已是鲐背之年的袁隆平，至今仍坚守
田间地头，执着“禾下乘凉”的梦想；为了洞庭湖
安澜，余元君奉献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钟扬把生
命献给了种子, 自己也像种子一样播种希望,播
种未来……“最美奋斗者”，是中华民族“我命由
我不由天”艰苦卓绝奋斗史的生动写照。

伟大梦想，奋斗以成 。从沉沦到奋起 、从
站起来走向强起来，自近代以来170余年的历
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
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与拼搏。 时间见证了
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走过70年风雨历程，
新中国的一切翻天覆地的巨变、 一切光照人
间的成就， 是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干出来
的，是一代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出来的。

荩荩（下转2版④）

“最美奋斗者” 永远是楷模

欢度重阳节
10月7日， 游客和村民

在开心品尝虾蟹。 当天，通
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琵琶
村举办“庆国庆 乐重阳”虾
蟹民俗文化节，村民和游客
吹芦笙， 品尝虾蟹合拢宴，
欢度重阳佳节。

刘强 摄

最美奋斗者

三湘四水 欢度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