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7日，湖南烈士公园，
游人在观看“爱上湖南” 摄影
展。影展从我省经济建设、环境
改善和衣食住行等方面， 生动
展现了70年来三湘大地所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吸引众
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影展中
喜看湖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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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路莎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10月7日，有“中国传统村落”之称的临武
县汾市镇龙归坪村，前来写生摄影、游览观光
的人络绎不绝。

漫步龙归坪， 只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古
民居整齐排列， 青石巷道旁老人们在下棋；村
前淮山基地，不少村民在除草浇水；村后古木
参天，郁郁葱葱，好一幅安居乐业的乡村景象。

龙归坪有近500年历史，全村都姓朱，因
村前流淌的武水河像一条龙而得名。

“龙归坪今天的美好生活，离不开6任村党
支部书记的不懈努力。”临武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郭应湘介绍，该村自1978年成为建制村以
来，朱咸优、朱俊汉、朱咸沛、朱高生、朱和清、朱
良生等6人先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他们一任
接着一任干，共同唱好安居乐业这台大戏。

2000年龙归坪村党支部换届，朱咸沛高
票当选村支书。“一个好汉三个帮”，如何组建
村里的班子？ 朱咸沛思考良久后有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朱咸优德高望重，为人忠厚老实，
他做出纳最令村民放心；朱俊汉个性耿直，善
于处理矛盾纠纷，调解主任非他莫属；朱高生
是退伍军人，热爱公益事业，让他监督卫生再
好不过；朱良生头脑活人脉广，善于抓经济建
设；朱和清是“秀才”，做事廉洁，管理账目最
合适。 朱咸沛的想法得到村民赞同及前几任
村支书的热烈响应。

对村里的大小事情，新老支书共同商量，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主动将各项工作置于群
众的监督之下。

有一年洪灾过后， 时任村支书朱咸沛为
村民安全着想， 建议在武水河护堤上安装护
栏，但其他几位老支书认为建设资金紧张，没
必要把钱投在河堤上。因为意见分歧，大家甚
至还发生了激烈争吵。

“最后，经村民大会表决，安装护栏方案
高票通过。”朱咸沛说，工作上争吵归争吵，但
从不结怨，一切按规章制度办。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在龙归坪村口主巷
道，“村规民约”写满了一面墙，共3大类60条，
谁违反就处罚谁。

有个村民因为打煤球， 到村后风景林取
黄泥，结果被责令挑泥来填补黄泥坑，并罚款
100元。

龙归坪村6任村支书不各敲各的锣，对古
村规划、保护、发展等，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

现任村支书朱良生说，1979年村里制定
的建房规划现在仍管用。第一期工程从1980
年实施到1996年完成。2009年， 村里改建一
批新房， 还是沿袭1979年村庄保护规划来推
进，这么多年没有发生一例村民违规乱建房。

现在，村里既有古建筑，也有红砖瓦房，
还有小洋楼，但布局合理、井然有序。

“安居做到了，乐业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朱良生说。

前几年， 时任村支书朱咸沛得知一广东
老板想在临武投资种植淮山， 便请他来村里
考察。

这位老板提出条件：“村里40天内要将橘
园里4000棵冻死的果树连根挖走， 并翻好
地、起好垄、开好沟，否则免谈。”

新老村支书立即组织召开村民动员大
会，干部群众齐上阵，挖树、翻地、起垄、开沟，
仅18天就完成了任务。

广东老板惊叹不已， 当即拍板在龙归坪
投资。 当年， 种植淮山的50户村民户均增收
3000多元。此后，淮山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成
为村里支柱产业。

近些年，他们还引进麻竹笋、桑蚕、无公
害蔬菜、小水果、红花油茶等种养项目，成立
农副产品加工合作社、建筑工程队。去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160万元，村民生活芝麻开花
节节高。

得益于新老村支书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
处使，龙归坪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湖南省‘五个好’村党组织”。

如今，老村支书朱高生已故去，年迈的朱
咸优、朱俊汉、朱咸沛、朱和清也从班子里退
出，分别担任各理事会负责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年逾五旬的朱良
生带着班子里的年轻人奋战一线， 其他几位
老村支书则乐当“智囊”，龙归坪发展步伐更
加稳健强劲。

阿毛

佳节又重阳。从“尘世难逢开口笑，菊
花须插满头归”，到“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
臣”，再到“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欢喧
热闹的重阳佳节， 离不开亲友拥簇的守护
共度。

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仍是中国老人
精神世界中最幸福的事情。 试问，“遍插茱
萸少一人”的形单影只与孤芳自怜，还能氤
氲多少源自内心的快乐与幸福？因而，恪守
孝顺、 尊老爱长势必要挤出时间、 拿出诚
意，尽最大力量真心相伴、与之共乐，“陪在
身边”远比物质馈赠有意义。

现实中，为了“陪在身边”，老人远赴他
乡，日渐出现了“老漂族”———专程为照顾
晚辈而随迁。人们往往忽略了，在享受天伦
之乐的同时，他们尝到不少苦涩：老人们熟
悉镇上的早集，对周围的菜场了如指掌，却
对城市的仓储式超市、 网络上的电子商城
有些陌生； 老人们听惯了熟人社会的家长
里短，却对现代化社区里的“陌生人”和网
络社交有些无所适从……帮老人多装备几

个“技能包”，绘制图文并茂的“微信操作说
明书 ”，教父母熟练使用各种APP，来自后
辈的“文化反哺”“情感教学”，有助于老人
适应时代的发展。

最近社交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些
“老年网红”，有的运动健身、形体健美，一
身肌肉让人很难寻到岁月的痕迹，“专业人
士都自愧不如”；有的亲和搞笑、恩爱宠溺，
“幸福甚至溢出了屏幕”；有人蓬勃向上、励
志进取，传递的人生哲理令人信服。互相营
造、彼此给予的新鲜感，促成了老年人与年
轻人之间的情感共鸣， 也让人看到数字生
活与认知成长的平衡。

因而 ，“老漂族 ”和 “老年网红 ”的存
在启示我们 ：“陪在身边 ”，不仅仅意味着
满足物质需求 ，也不单指满足精神需求 ，
还要强调相当程度上的发展需求和成长
需求 。

“家国两相依，有国才有家”。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全国的老人们致以重阳节的祝
福， 也是一种号召： 肩负起家庭担当与责
任， 于实际行动中激荡尊老敬长的可贵品
质，才能拥有深沉的家国情怀。

丰富“陪在身边”的内涵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颜英华）今天，记者从省公安厅获
悉，10月1日至6日， 省公安厅成立由相关
负责人带队的7个工作组， 分赴14个市州
和高速公路大庆安保工作一线开展奖励慰
问活动，现场为30名表现特别突出的民警
记个人二等功， 并举行集中授奖和送奖上
门仪式， 看望慰问因公负伤和先进典型民
警750名。

据悉， 自全省公安机关大庆安保专项
奖励慰问工作启动以来， 各级公安机关严
格实行最高规格设奖、最大范围表彰、最快

速度施奖、最优效果激励工作举措，对工作
表现特别突出的民警，做到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授奖；对因公负伤的民警，做到第
一时间慰问。截至10月6日，全省公安机关
共对167个单位、7300名民（辅）警进行慰
问，对81个集体、2389名民（辅）警进行记
功奖励，并举行授奖和送奖活动234次。

受到奖励慰问的民警、辅警纷纷表示，
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倍珍惜荣誉， 牢记初
心使命，用实际行动带好头、作表率，为社
会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让人民群众更有
安全感。

省公安厅开展大庆安保一线奖励慰问活动

全省2389名
民（辅）警获记功奖励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曾彦彦） 今天是长假最后一天，湖
南的气温降到近期的低点。好在气温虽降，
并无明显降雨过程， 没有给返程增添太多
障碍。气象专家分析，近期，省内冷空气趋
于活跃，11日至13日还将出现8至10摄氏
度降温。大家的秋裤都安排好了吗？

冷空气突然拜访， 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有网友称：“过个黄金周， 从夏天直接穿越到
冬天。”虽然没有那么夸张，这次降温还是很
剧烈的，受冷空气影响，湖南多地最高气温直
降10摄氏度以上。气象预报称，9日前，湖南无

明显降雨过程，雨量持续偏少，后期，省内自
北向南还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 气象专家分
析，近期，省内冷空气趋于活跃，有两次冷空
气过程。 其中，7日至8日湖南处于冷空气底
部，气温较低，9日至10日，气温回升，11日开
始还将有一次强冷空气过程，过程期间（11日
至13日）预计降温8至10摄氏度。

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增添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此外，因近
日湖南基本无有效降水，天气干燥，需加强
森林火险防御措施，确保林区安全，城乡居
民也需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消除火灾隐患。

月桂聊天 冷空气活跃注意添衣保暖
11日至13日还有8至10摄氏度降温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截
至目前，3号线一期工程已有23个车站完
成主体结构施工， 剩下的广生站及阜埠河
站也即将实现双向贯通。预计3号线今年年
底试运行，明年7月初期运营。

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从岳麓区山

塘站至星沙广生站，跨岳麓区、天心区、雨
花区、 芙蓉区、 开福区、 长沙县。 线路长
36.415公里,� 平均站间距为1.491公里，设
车站25座，全为地下站。

另据介绍， 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18
座车站主体结构、区间盾构也已全部完工，预
计与3号线一期工程同步试运行及初期运营。

长沙地铁3号线预计年底试运行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唐亚慧） 湖南科技大学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近日，该校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再次组织集体学习， 用三天
时间原原本本读原著，一天集中研讨。

湖南科技大学今年涌现出了全国道德模
范夏昭炎、全国模范教师钟新谷、“海牛”团队
带头人万步炎、 大学生自强之星吴玉容等一
批先进典型。9月11日，校党委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的重要
批示，决定就用身边的榜样教育人，形成见贤
思齐的浓厚氛围， 推动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
展。 现在全校上下掀起向身边典型学习的高
潮，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对照典型找差距，检视
问题精准到位。

9月22日， 学校党委制定了学习清单、调
研清单、问题清单和整改清单。初步确定校党
委班子问题清单5条， 班子成员问题清单33
条。校领导带头自查，有关部门坚决落实，现
彻底解决了食堂摊位承包和临时用工聘任优
亲厚友、个人财务借款不按时归还等3个长期
积累的管理顽症。目前，校党委正进行深入调
研，着力解决思政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课程
体系教学与课外活动、 思政专门队伍与专业
教师队伍协同互进不够、“双一流” 建设激励
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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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常森 郭华)“1922年12月，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
爆发，3000多工人参加。经过23天激烈斗争，迫使矿局承
认了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18项条件，取得罢工斗争完全
胜利……”日前，常宁市组织部分党员走进水口山工人
运动陈列馆，听了一堂水口山工人运动“微党课”，精彩
的讲解把大家带回了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

在水口山工人运动陈列馆开设“微党课”，是常宁市
为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量身打造的
学习课程之一。主题教育活动中，常宁市依托水口山工
人运动陈列馆，深挖水口山工人运动事迹，拍摄成《伟大
的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录片，推出集基地参观、历史资料
展播和故事讲述等于一体的“微党课”，让广大党员干部
能更加深刻地领会革命先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
定信念、执著理想、勇担使命的精神，让学习教育入脑
入心。

“我们要勇敢担负起加快建设美丽富饶新常宁的时代
使命，以‘发展的好业绩、人民的好生活’来告慰革命先烈！”
9月10日，在常宁市举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启动仪式上，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提
出要求。

当前，随着水口山工人运动陈列馆全面开放，大批党员
干部前来参加“微党课”学习。他们表示，将把主题教育激发
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产业建设、
乡村振兴、“三大攻坚战”和民生改善等工作中敢于担当、勇
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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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县龙归坪村：
6任村支书同唱“一台戏”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荨荨（上接1版①）
假日是婚庆、团圆、会友高峰，全省大

众化餐饮生意兴隆。婚宴消费仍是黄金周
餐饮市场热点， 湘潭市13家重点流通监
测餐饮企业中， 婚宴占到餐饮总收入的
七成。本地特色品牌生意火，长沙市火宫
殿、新长福、新玉楼东、筷乐潇湘等各大
旅游星级餐馆接待量同比明显增长。岳

阳市井水巴陵连锁店高朋满座， 鸽王天
下一座难求，食尚坊座无虚席，白杨坡夜
宵街、炮台山烧烤街成为夜市的主场。与
此同时，“网红”餐饮也备受追捧。以优质
服务著称的海底捞，24小时热销不间断。
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 国金街等
地， 茶颜悦色等网红小吃店和奶茶店前
排起长队。

荨荨（上接1版③）
红色旅游火爆异常。以爱国情为主线，胡

耀邦故里、秋收起义纪念园、湖南烈士公园、
杨开慧纪念馆等红色景点，受到游人追捧。湖
南省博物馆、 长沙博物馆均开辟了展现近代

史的场馆， 讲解员通过革命先烈的图片和生
前物品，讴歌爱国主义情怀。

夜间经济魅力四射。10月1日晚， 橘子洲
景区燃放《秋之颂·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焰火，
吸引了30多万游客市民观看。 长沙特色餐饮

和传统美食获得了游客的追捧， 网红小龙虾
馆文和友，频频登上热搜，10月5日凌晨，超级
文和友海信广场店门口排号已突破2万桌，长
沙“网红茶饮”茶颜悦色门口甚至没有营业就
已经排起了长队。

荨荨（上接1版④）
激情澎湃、生长梦想，奋斗是追梦的最美

姿态。历史再次来到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实
现第一个百年梦想指日可待， 但实现民族复
兴伟业还要爬更陡的路，攀更高的峰。日月不

肯迟， 四时相催迫。 只有时刻保持 “战斗姿
态”，把既有成绩作为奋斗的基础 ，把困难当
作夺取胜利的起点，直面挑战、迎难而上 ，才
能以今天的奋斗成就明天的光荣。

梦在心中，路在脚下。开启未来的幸福生

活，赢得人生出彩的机会，需要每一位普通劳
动者立足平凡的工作岗位，当好新时代的见证
者、开创者、建设者。只有这样，才能开启新时代
的幸福密码，创造属于新时代的荣光，迎来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从愿景到现实的嬗变。

荨荨（紧接1版②）毛岸英又出于认为“我本
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
螺丝钉” 的思想， 当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
时，他便不顾劝阻，坚决要求入朝参战，最
后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为国捐躯。

韶山村中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游人
如织， 国庆假期日接待量超过1000人次。
该馆已成为湘潭当地干部群众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阵地。讲
解员卢雅婷每天要为前来学习参观的党员
干部讲解十多场，她反复讲述毛主席一家6
烈士的事迹， 最让她动情的还是毛岸英的
事迹。卢雅婷讲解道：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
心， 是中央在1950年10月才最后确定，11
月上旬之前参战一事对外还保密。 毛岸英
因经常回家， 帮助翻译与原苏联协商的电
文， 在彭德怀受命时便知道此事， 于是求

“彭叔叔”带他去朝鲜。毛主席身边的人以
及负责保卫的李克农都不同意， 因为他们
知道毛主席的家庭在革命斗争中付出了太
多牺牲， 更何况此次要面对拥有世界上最

强火力的美军，要“锻炼”也绝不能选择这
种随时可能牺牲的地方。 毛岸英却向父亲
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并得到支持。随后，他
告诉病中的妻子，自己要出远门。中南海的
许多人都来劝毛主席， 得到的回答是：“谁
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韶山村党总支书记毛雨时说：“我们在
打造好党史陈列馆的同时， 努力把毛岸英
同志朴素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作为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
内容。”

一个人可以影响一群人， 一种精神可
以感召一域人。 韶山毛家饭店创始人汤瑞
仁老人每当谈到韶山伢子毛岸英， 总是十
分激动：“岸英铜像接回韶山后， 我和家人
每年都会去祭扫。我经常用岸英的故事，去
教育和鼓舞村里的后生伢子。”毛岸英的事
迹深深影响着汤瑞仁， 这位老妈妈拥军优
属数十年如一日，是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她
说：“看见这些参军的伢子， 让我想起从军
的岸英，他们都是国家的好儿女。”

走进韶山冲 感怀爱国情

湖南科技大学

荨荨（上接1版⑤）
隆回县虎形山花瑶风景名胜区，是雪

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接手一年的新景
区。旺溪瀑布群、大托石瀑、崇木凼古树林
和花瑶古寨等景点游客络绎不绝。在游客
中心的穹顶演播厅内 ， 花瑶文艺表演天
天上演 ，呜哇山歌 、顿屁股 、打泥巴 、炒茅
壳栗等地道的花瑶婚俗表演 ， 让游客交

口称赞。
来自长沙的游客余先生说， 高铁拉近了

都市到乡村的距离， 从长沙到溆浦县只要一
个多小时，同时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民俗表
演接地气，效果不错。

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黎明
介绍，利用雪峰山传统文化、民俗资源，还推
出了茶马古道重走红军路、 山背花瑶梯田体

验收获快乐、阳雀坡抗战古村落“打鬼子”3D
游戏和宗祠龙灯表演、 福寿阁品茶读书、穿
岩主峰玻璃观景台观云海日出等文化旅游
活动。

据初步统计，国庆黄金周期间，雪峰山生
态文化旅游公司经营的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10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8.6%，营业收入
比去年同期增长41%。

常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