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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孙晨晖

“先生，您的航班预计延误2个小时，您
可以在此就餐。”9月23日， 黄花国际机场
株洲城市候机楼内， 一位服务人员正在提
供服务。

黄花机场株洲城市候机楼项目负责
人陈应征告诉记者，除了延误提醒、免费提
供餐食外， 株洲城市候机楼还提供打印登
机牌、办理行李托运等服务，株洲市民只需
轻装简行， 在此乘坐机场大巴到黄花机场
即可，出行时间可缩短一小时以上。

株洲城市候机楼位于株洲田心高科
技工业园内的轨道交通创新创业园。在
田心高科技工业园内，聚集了中车株机、
中车株洲所、 中车电机等轨道交通产业
企业近百家，4万多个园区企业职工，每
年飞机出行次数高达7万单次。9月20日
开始运行的株洲城市候机楼， 无疑给辖
区内企业职工的商务出行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
“我们服务的对象，以田心高科技工业

园内企业为主，辐射整个株洲市。”陈应征
说。

记者看到， 占地930平方米的株洲城市
候机楼，分为服务大厅、值机区、候机厅、贵
宾休息室等区域，在每个区域都会有工作人
员进行指引。候机楼入口的大屏幕上，航班
信息不时更新跳动，与黄花机场实行了信息
实时共享。

“除了线下的行李托运、机场巴士、
航空货运等服务， 我们还提供线上信息
服务。”陈应征告诉记者，8月，株洲城市
候机楼公众号上线， 需要从黄花机场出
行的株洲乘客，不需要到候机楼来，也可
以通过公众号实时追踪到一手航班信
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株洲城市候机楼是创新创业园联合
株洲市， 为株洲的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提供
的服务之一。” 株洲的中国动力谷·轨道交

通创新创业园负责人邓煜华告诉记者，为
了服务株洲的轨道交通产业， 培育发展壮
大轨道交通配套企业， 创新创业园为相关
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线上线下的“保姆式”服
务：

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的小天鹅戴斯酒
店，为企业的商务出行和接待提供保障；

从上海引入的方糖轨道小镇项目，为
轨道交通产业内的中小企业创业孵化提供
空间和配套的创业服务；

株洲轨道交通装配产业公共服务平
台，为企业提供政策宣传、培训、检验检测、
服务机构及专家对接等线上服务……

经过9年多时间的培育，目前创新创业
园入驻企业超过110家， 工业总产值超过
12亿元。

据了解，将于10月18日至20日举办的
2019年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
业博览会，创新创业园将有5至6家轨道交
通零配件企业参展。

张建永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溆浦县雁鹅界旅
游演艺《雁舞金秋·花飞花瑶》，乘金秋丰收季节
登台，把乡村旅游搞得轰轰烈烈。

旅游演艺是大众文化， 追求的是艺术和市场
的高度融合。它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只有艺术没有
市场的旅游演艺和只有市场没有艺术的旅游演
艺， 都不是合格的旅游产品。 这一点很多人没弄
懂，就匆忙上马。有的旅游演艺只有艺术高度，没
有市场观念， 最后终将被市场抛弃， 落得鸡飞蛋
打。有的只有市场观念没有艺术高度，低俗恶俗，
难成气候，也无法持续发展。只有将艺术和市场高
度结合起来的旅游演艺，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雪峰山以 “花飞花瑶 ”为意象主题的系列
旅游演艺，是“摸着石头过河 ”的产品 。它贴近
民众真实生活 ，由当地百姓演绎 ，一招一式 ，
一唱一跳 ，都饱含民间底层真实的生活气息 ，

既有油盐酱醋柴米茶的烟火气 ， 又有现代表
演艺术的高雅追求 。它既凝聚着民间狂欢 ，又
能满足游客宣泄 ； 既给乡民自娱自乐提供天
地，又给远方客人度假休闲供足精神养分。

旅游演艺，必须在贴近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地张扬艺术主张。这是旅游演艺“基本法”。
违背这个“基本法”，市场就会惩罚你、调戏你、虐
待你，就会让你输得很惨。

中国演艺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480多
场旅游演艺， 只有3%盈利，17%持平，80%亏损。
这个残酷现实再次说明 “市场经济不相信眼
泪”。笔者创意写作的原版《魅力湘西》十年来一
直站立全国旅游演艺票房收入前十位， 尊重艺
术和市场结合是主要的经验。

雪峰山《花飞花瑶》系列旅游演艺，小试锋
芒搅热雪峰山旅游。坚持大众艺术本质，走艺术
和市场结合的路径， 这种演艺将在旅游市场中
挺立大地，笑傲江湖。

当好贴心“保姆”，服务轨道交通产业
谈经论市 旅游演艺，

艺术要与市场高度结合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郭小康 谭泽豪）国庆长假，韶山核心景区洋溢
着浓烈的节日气氛，来韶游客达30.1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20306万元。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气温下降，天空飘洒
小雨，韶山市核心景区人气依旧不减。当天上午
10时，毛泽东铜像广场游人如织，前来敬献花篮、
瞻仰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
前，等待参观的游客也排起了长龙。

毛泽东同志铜像前， 来自湖北的游客蔡志军
带着家人第一次来到韶山， 给毛泽东同志铜像敬
献花篮，表达对主席的怀念之情。他告诉记者，韶

山人民很热情，各个景点的服务非常周到，遇到问
题都会得到工作人员的耐心解答。

为确保旅游景区安全有序， 韶山市委组织
部和团市委每天组织50名党员干部和大学生
志愿者，在景区景点、重点路段，协助交警及相
关执法部门人员维持秩序，引导游客，提供茶水
等志愿服务； 韶山市旅发集团运输有限公司在
原有70台大巴的基础上， 从湘潭借调100台大
巴， 安排190名司乘人员轮换， 满足游客换乘需
求；韶山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所有工作
人员取消休假，全力应对假日客流高峰，为来韶
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韶山：红色旅游人气旺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陈郁琳）国庆节期间天气晴好，各地游客纷纷来
到浏阳市胡耀邦故里、秋收起义纪念园等处，享
受一段红色之旅。据统计，10月1至7日，浏阳市
共接待游客111.15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10.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24.5%。

10月1日，胡耀邦故里旅游区耀邦广场红
旗飘扬、歌声嘹亮，“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快闪
活动在这里举行，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1000名游客参加。 在秋收起义纪念园， 举行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书法作品展， 激励
大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据统计，国庆节期间，胡耀邦故里旅游
区共接待游客10.47万人次，秋收起义纪念园
接待游客9.99万人次。

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创意十足的活
动，国庆节期间，浏阳绿色休闲游同样火爆，大
围山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接待游客16.8万人
次，西溪磐石大峡谷接待游客2.5万人次，石牛
寨风景区接待游客1.65万余人次。

受益于“五彩湘赣边、欢聚浏阳河”湘赣边
区域合作文旅交流活动， 浏阳旅游吸引力进一
步增强， 国庆节期间， 来自湘赣边区域合作县
（市、区）的游客大幅增长。

浏阳“红色游”受欢迎
国庆长假旅游收入过10亿元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蔡政) 又到橘橙飘香时。10月8日，
第十九届石门柑橘节暨文化旅游季新闻
发布会在长沙橘子洲举行。会上宣布，这届
柑橘节将于10月18日启幕。

据了解，这届柑橘节以“橘颂天下·湘

约石门”为主题，将举办致敬“橘色力量”公
益活动、“永通之夜”露天交响音乐会、石门
首届“中国品质、石门品牌”活动、激情“橙”
跑、旅游季推广、百家媒体石门行等。以王
新法为原型、反映石门脱贫攻坚的电影《5
点47》也将开机拍摄。

石门县是全国柑橘标准化示范区，
有“中国柑橘之乡”“全国早熟蜜橘第一
县”之称。石门柑橘以早熟、优质著称 。
全县44万亩柑橘中，有35万亩获得无公
害食品生产基地认证 。目前 ，石门柑橘
已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建立销售
网络 ， 并远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
年，全县产柑橘46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近10亿元。

石门柑橘节10月18日启幕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刘淑兰）国庆节期间，宁乡市旅游一片
火爆。 全市各重点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30.2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52亿元。其中“十
月生日免票游宁乡”活动成为一大亮点，自驾游
和家庭游呈明显增长趋势。

10月1日是“十月生日免票游宁乡”活动第一
天，宁乡市灰汤紫龙湾温泉度假区迎来了参加活
动的首批“国庆宝宝”。其中，一对同年同月同日
出生的年轻夫妻带着孩子，在紫龙湾温泉度假区
度过了难忘的一晚。他们表示，第一次这样过生
日，感觉很特别，很有纪念意义。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10
月1日， 在长沙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内，由
400名学生以及长沙方特“神画人物”等共同演
绎的一场快闪活动， 拉开了长沙方特为祖国庆
生的序幕。据了解，10月1日至7日，长沙方特连
续7天开启夜场，让游客享受一场“有欢乐，有收
获”的难忘旅程。

在炭河古城景区， 前来游玩的客人络绎不绝。
吃辣比赛、品尝美食、欣赏演出……游客们玩得不
亦乐乎。关山古镇创新推出的“关山·玩乐在古镇”
系列游园活动；灰汤金太阳举办的“六节同庆·盛世
同欢”系列活动等，都引来了众多游客。

宁乡旅游持续火爆
国庆长假接待游客130.26万人次

10月5日，双峰县青树坪镇归古国际乡村旅游度假区，游客在花海中拍照游玩。近年，该县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打造乡村旅游新亮点。 李建新 摄花海畅游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装备博览会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成旭）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日前发
布《湖南省2019年汛期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工作简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9月汛
期，我省共发生地质灾害2340起，成功避让
地质灾害567起，紧急转移9.16万人，避免伤

亡11896人，避免经济损失6067万元。
今年1至9月全省发生地质灾害数量、

直接经济损失、因灾伤亡情况等，较往年均
值皆有大幅度降低，因灾伤亡人数为2000
年以来同期最少。

今年汛期， 全省主要经历了16次暴

雨天气过程。 省自然资源系统累计派出
工作组或专家组3239批1.2万人次，共排
查乡镇2686次， 排查地质灾害隐患14万
余点次，处置隐患点4008处。向社会公众
发布36期预警产品， 向市县发送预警传
真271份，向降雨区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
员发布实时预警短信121万条次。各市县
区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组织地质灾害
避险演练260次，组织地质灾害专题培训
及防灾宣传活动108场次，发放地灾宣传
资料30万份。

今年汛期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67起
1至9月全省因灾伤亡人数为2000年以来同期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