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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 月 25 日晚 7 时 30 分，由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主办、湖南卫视承制的“文
化中国·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
春节大联欢”将准时在湖南卫视播出。

本届华人春晚以“中华正当潮”
为主题，展现青年华侨华人家国情
怀，凸显晚会“年轻态”气质，弘扬青
春正能量。

视角独特
聚焦海外华侨华人平凡故事

与其他春晚不同，华人春晚聚焦
海外华侨华人，并以晚会的形式搭建
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华人春晚自从
2015 年在湖南卫视首播以来，得到社
会各界好评。

视角的变换是本届华人春晚的核
心亮点之一。据悉，今年的视角由往年
的“由内及外”转变为“由外观内”，即
用国外青年华侨华人的视角来阐述中
国近年的发展。

本届华人春晚聚焦华侨华人的平
凡故事。其中，《年轻华侨华人的中国

年》VCR中展示了来自马来西亚、澳大
利亚、美国和德国的4位海外青年华侨
华人的新年故事；跨国夫妻美罗森虎
和华侨妻子秦兰婷举办中式婚礼“圆
梦”，展示了中国文化日益增长的世界
影响力；在《侨乡的团圆年》VCR中，侨
乡的孩子们与远在异国勤劳打拼的父
母团聚，即使远在万里，海外华侨华人
也没有忘记作为中国人的根，他们对
孩子的爱永不改变；归国华侨段燕文
则分享了自己观看70周年大阅兵时骄
傲、自豪的心情，其爱国情怀令人动
容。

舞台多样
年味十足传递深深家国情

为凸显“中华正当潮”主题，体现
年轻姿态，本届华人春晚采用跨界和

“混搭”的方式，加入了更多如“国潮”、
虚拟技术等年轻人喜爱的元素。

歌手许魏洲与彩虹合唱团合作
的歌曲《幸福的烦恼》，将亲戚们在
过年时的各式“逼问”写进歌词，站
在年轻一代的角度唱出心声，寻求
代际交往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女高

音歌唱家吴碧霞与新生代唱跳歌手
王广允合作的《我就是你的粉》，用
接地气的演唱方式，唱出了爱国心；
京剧名家李胜素和声入人心男团、
歌手周深带来的节目《梨园新韵》，
将京剧名曲《穆桂英挂帅》和新潮古
风歌曲《缘分一道桥》巧妙融合，让
人感受到传统与新潮之间碰撞的艺
术魅力；歌手沙宝亮与《舞蹈风暴》
舞者张翰跨界合作带来的《落叶归
根》，将华人对祖国难以割舍的感情
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演员王鸥搭档上海戏剧学
院舞蹈学院的演员们带来的旗袍舞
蹈秀《茉莉花》展现中华古典之美；歌
手杨钰莹、信、金志文与喜剧演员辣
目洋子、卜钰、朱天福、胡珊珊合作的
音乐小品《吉星高唱》，凸显合家欢
乐的气质；歌手蔡琴带来《被遗忘的
时光》和《读你》两首金曲串烧，令人
回味无穷；新生代人气演员歌手王
琳凯、冯提莫、邢菲和牛骏峰带来歌
曲串烧《恋曲 2020》，年轻气息扑面
而来；由《舞蹈风暴》舞者带来的《唐
人街上的舞蹈派对》，融合中国古典

舞、武术与探戈、芭蕾和电子乐，形
式新颖。

互动结合
线上线下展现晚会新风范

本届华人春晚并不局限于传统的
多维舞台，而是将“唐人街”搬上舞台，
通过灯光、技术的打造和巧妙的视觉
设计，让观众身临其境。

除了舞台的精彩节目，今年的华
人春晚在线上开启了“海外青年贺新
春”的话题征集活动，邀请全世界青年
华侨华人参与传递属于中华民族独有
的“年味”，以独特的方式呈现海外青
年华侨华人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和传播中华文化。

在 晚 会 内 容 中 ，本 届 华 人 春 晚
也以独特的方式呈现海外青年华侨
华人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热爱和传
播中华文化。通过线上线下双向传
输，多元形式多种玩法，展现中国文
化的独特魅力，加强同世界华人华
侨的感情交流和文化联系，增进世
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传承中国春节传统。

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晚
大年初一亮相
以全新视角诠释“中华正当潮”

亲爱的老公：
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刚刚给女

儿泡完艾叶澡、哄她睡觉。女儿两岁五个
月了，正睡得香。刚才她又咯咯笑了两
声，可能做了一个开心的梦吧，是不是梦
里和你在一起玩耍？

你知道吗？女儿每次听到你要回家
的消息，都会高兴得又蹦又跳。出门和小
伙伴们玩耍时，更会得意地告诉大家“爸
爸要回来了”。

从小我就想嫁给一个盖世英雄。长
大后，我渴望与爱人对影相看、相濡以
沫。你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中巴经济走
廊卡拉奇至拉合尔高速公路繁忙的建设
工地上，在高温酷暑下，筑起一座座城，
打通一条条路，为我和女儿撑起了一个
家，你是英雄！

身边的人都笑我是个低头族。他们
不知道的是，因为我不愿意错过三千公
里之外你的任何一条信息。你告诉我，在
巴基斯坦每一天不是在建设工地，就是
在营地里。每一天都是听着清真寺的诵
经起床，每一天都是在烈日风沙里赶工
期，每一天都经历20多次换电……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所有的不适应都

变成了习惯。你把对亲人的思念，全都倾
注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基里、混凝土中。

你说，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很友
好。你说，那边的夕阳很漂亮。你说，那边
52 度的天气也没家里热。我知道，你是
在安慰我。要不木尔坦的沙尘怎么又吹
进了我的眼睛？

爱是甜的，思念是苦的。想起前几天
邻居问妈妈“儿子回来过春节吗”？妈妈
特别不自然的说：“还不好说啦……”

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马上就要
到春节了。每次和你聊这个话题，你总是
说：“项目上还有那么多不能回家过年的
同事，我怎么可以走呢？今年就还是你陪
爸爸、妈妈、女儿一起过春节吧”！

你已经两年没在家过年了。女儿一天天
长大，从前你手上那个小小的糯米团子，现
在已经是飞舞的小蝴蝶了。虽然，你错过了
她成长的重要阶段，但是在我和女儿心中，
你就是我们的盖世英雄。我们为你骄傲！

爱你！
莎莎

2020年1月14日
（作者系湖南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刘泽颖的妻子吴莎）

相隔三千公里
我们一起过春节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张福芳
通讯员 谢展南

1 月 22 日，双峰县井字镇莲花山
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热闹而喜庆。

安置点内，7 栋住房排成 3 列，休
闲广场、村部、超市、扶贫车间等一应
俱全，置办年货的车辆来来往往，家
家户户在抓紧搞卫生，放了假的孩子
们三五成群追逐嬉闹。

“这跟城里小区没区别啊！”记者
感叹道。

“是没什么区别，绿化、卫生、管理
模式都是参照城里社区来设置的。”双
峰县井字镇党委书记赵向阳说。

其实这块地，离井字镇仅 1.5 公
里，三面环山，生态优美，本被一位老
板看中做石材加工厂的，井字镇却把

寸土寸金地让与贫困户，理由是这片
地对于“开门见山”的井字镇来说，位
置最佳，能让贫困户打消“故土难离”
顾虑。

今年54岁、从长湾村搬迁过来的
彭世才就很满意这个地方：“集镇、学
校、医院都只有几步路，方便得很呢。”

彭世才老家山高坡陡，照他的话
说，走路都要扶着膝盖。老家房子年
久失修倒了，他带着有眼疾的老婆和
3个小孩到岳母家、姐姐家“蹭住”，全
家靠他在外面打零工为生。今年 1 月
19 日搬进易地扶贫安置点 125 平方
米的宽敞新房后，彭世才特意买了一
副感恩党的对联贴在大门口。“进进
出 出 看 看 ，永 远 铭 记 党 的 雨 露 阳
光。”彭世才说。

房子有了，如何让搬迁群众住得

安心？
赵向阳领着记者，来到集中安置

点进门处一栋房子：“这是我们建好
的莲花山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能提供

‘一站式’服务，群众有事在家门口就
能办好。”

此外，安置点还成立了社区党组
织，选聘7名楼栋长，建立由社区党支
部领导、业主委员会管理、楼栋长分片
负责、搬迁群众参与的网格化管理。

住进安置点新家，搬迁户彭书海
做了个决定，今年不再去福建莆田打
工，而是留在家里找事做，照顾患病
的妻子和老母亲。

“我把这里的扶贫超市承包下来
了，还准备在附近山上养点土鸡，日
子会越过越好的。”彭书海说。

离莲花山集中安置点不远处的扶

贫车间已放假，只留下一人守厂，宽敞
的车间里放满了包装纸箱和设备。

“现在还只是一期，二期节后开
张，可容纳上百人就业，包吃，保底工
资都有 2000元以上。”守厂的年轻人
告诉记者。

引进这个扶贫车间，井字镇党
委、镇政府也花了心思。“我们打老乡
牌，把‘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与脱贫
攻坚结合起来，多次做工作，最终促
成娄底博洋包装有限公司投资 2000
万元，在安置点建扶贫车间，解决搬
迁群众就业问题。”赵向阳说。

赵向阳还指着不远处一片土地
告诉记者：“这块小点的地，我们打算
平整后，分给安置点搬迁户种菜；那
块大点的，打算建一个扶贫交易市
场，把贫困户生产的地道农产品集中
过来，利用和森小镇的红色文化品
牌，吸引游客前来购买……”

记者离开莲花山安置点时，天气
放晴，一束光冲破云层，绽放在莲花
山上空。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

5 年前全家还愁吃饭，现在年收
入过 10 万元，去年底又投资 10 万元
建起了养猪场，成为郴州市苏仙区脱
贫致富明星。他，就是苏仙区五盖山
镇栗木水村贫困村民陈小军。

1 月 22 日，记者驱车沿着五盖山
镇一条盘山公路，崎岖向上，连续上
坡和急转弯之后，来到位于一个山窝
窝里的陈小军家。

“这就是我们村里不等不靠、用

双手干出幸福生活的陈小军。”栗木
水村干部指着一个身板瘦小的中年
汉子告诉记者，陈小军今年 45 岁，为
人敦厚老实。陈小军憨厚地冲记者笑
了一笑，随即抱起一袋玉米倒进打谷
机。他身材虽瘦小，但动作利索，一大
袋玉米抱在身上似不太吃力。

“这些玉米加工后，混合些菜叶子，
喂猪特别催长。”忙完手上的活，陈小军
腼腆地说，“我家原来是贫困户，但只要
肯干，就一定会有收获！”说话间，陈小军
养的几只小黑狗摇着尾巴，蹭过来取暖。

陈小军所在的栗木水村，地处大

山深处，山高坡陡、交通不便，村民们
行路难、增收难，贫困像家门前的大
山压在身上。

“我有 4 个孩子，妻子是残疾人，
以前一家人靠种3亩红薯地过日子。”
陈小军一直很勤劳，但铆足了劲，一
年下来也仅够糊口。一家六口挤在昏
暗漏风的老土砖房里，“好日子”对陈
小军来说似乎遥不可及。

陈小军没想到的是，近年来，靠
政策“输血”和自己“造血”，他家开启
了新生活。“2017 年，在扶贫队帮助
下，我流转20亩地种红薯，养了10多

头猪，终于摘掉了贫困帽。”陈小军
说，他家现在搬进了新家，遥不可
及的“好日子”成了现实。

去年，栗木水村引进农业公
司，专门进行红薯种植和加工。陈小
军瞄准商机，又流转 20 亩地种红薯，
并聘期 3 个老乡帮忙打理。家里养的
猪、牛、鸡、鸭也多了起来。陈小军还
拿出10多万元积蓄，投资建了一个占
地 1000平方米的养猪场。“村干部和
扶贫队帮我跑手续、办规划、找销路，
我更应该努力干！去年又赚了10多万
元，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陈小军算
着一年的收成，喜上眉梢。

贴春联，买瓜子花生，再给孩子
添几件新衣服……春节将至，陈小军
喂完猪，准备去圩场置办些年货。

1月24日，道县
工业园易地搬迁小
区，志愿者和刚搬迁
入住的贫困户蒋尊
瑶一家在收看电视。
近年，该县投入资金
约 4500 万元，建设
完成5个易地扶贫集
中安置点，安置搬迁
群众 177户 643人。

蒋克青 朱号荣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王文）长
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下发《通知》,
将调整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具有中国永
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凭外国人永久居留身
份证可以在长沙市缴存住房公积金，《通
知》自2020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本次调整主要是对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提取审批资料进行了简化、进一步明
确了家庭已注销的房产对家庭住房套数
的认定、具有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
是否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以及职工死亡
或被宣告死亡后家属如何继承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4个方面。

《通知》明确，职工家庭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符合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的，不

再需要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安装告知备案证，改为
提供《长沙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联
合备案和竣工验收表》，其他材料仍按照

《关于印发〈长金管委〔2018〕2号文件实
施细则〉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家庭
已注销的房产其中1套不论面积大小不
计入家庭住房套数。此外，《通知》明确，
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后，其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10000元以下(含)的，继承人
或受遗赠人可凭死亡证明或户口注销证
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身份证（多人继承
均须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申请提取被
继承人账户余额，不再需要提供公证书。

长沙公积金发布新政

具有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
可缴公积金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樊璠 彭庆庆）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联合省气象台共同会商预测，春节期间，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全省空气质量以
良为主。

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及污染气团输
入的共同影响，除夕夜间至大年初一预
计省内大部分城市可能出现轻度污染，
局地短时中度污染。大年初一上午，随着
地面风力加大，污染气团南移扩散，且降
水的清除作用持续，污染减弱，当天午后

空气质量将有所改善。
26 日至 27 日，全省阴天有小雨，大

气扩散条件较好，全省空气质量以良为
主。28 日至 29 日，省内天气自北向南转
好，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全省空气质量依
然以良为主。30 日至 31日，全省多云间
晴天，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全省空气质量
以良到轻度污染为主。

省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呼吁广大市民不
放或少放烟花爆竹，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改
善成果，过一个安全、文明、环保的春节。

春节期间全省空气质量以良为主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小丽

1月24日10时，国网岳阳供电公司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监控班副班长沈泉宇
结束一整夜的运行值班，回到家中；而他
的妻子陈姗姗早已出发前往变电站开展
设备巡视与维护工作。这对“90后”夫妻去
年11月刚刚走入婚姻的殿堂,而新婚后第
一个大年就选择了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沈泉宇所在的班组负责整个岳阳地
区的12座220千伏变电站、57座110千
伏变电站的集中监控工作，监控设备运
行情况，调整电网运行电压，24 小时不
间断监视变压器油温、负荷情况。

陈姗姗是岳阳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公
司变电运维二班变电站值班员，她和同事
在工作日负责汨罗、平江地区的变电站设
备运行维护，周末则和同事轮流应急值
班。“应急值班时我们必须保证手机24小
时畅通，有任何问题必须第一时间前往变

电站。”陈姗姗对记者说，“如果把电网看成
是一个人，那么变电站值班员就是医生，需
要24小时待命，诊断电力设备‘病症’，及
时定位设备故障，确定处置方案。”

这对小夫妻，是一同学习电气工程
专业7年的同学，从相识到相爱相亲，他
们是因为“电”结下了缘分。夫妻俩一个
是调控员，一个是变电站值班员，上班时
间他们俩值班时的调度业务电话联系被
同事开玩笑称为“秀恩爱”——“又要降
温了，去变电站巡视时你一定要多加件
衣服。”“你放心吧，我穿得厚着呢，你值
完夜班回家一定记得补觉。”这样的对话
就发生在他俩的微信聊天里。

由于工作模式特殊，这对年轻电力
夫妻结婚后难得一起过一个完整的周
末。而今年春节，陈姗姗大年三十值班，
丈夫大年初一值班。说起为什么要选在
三十和初一值班，沈泉宇笑曰：“这样我
们俩就不用面对‘在谁家吃年夜饭’这个
世纪难题了！”

电力小夫妻，火线“秀恩爱”

阳光洒向莲花山
——双峰县井字镇莲花山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见闻

干出来的好日子

新 走基层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白培生 罗
徽）“到家了，好开心……”1月23日下午
6 时 30 分，随着两台大巴车徐徐开进安
仁县城，坐在车里的安仁籍在广东务工
人员激动地说：感谢家乡关心，专门派车
来接大伙回家过年！

据了解，安仁县有人口46万，每年外
出务工人员达16万，且大多集中在珠三角
地区，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县。自2017年
开始，安仁县总工会每年开展“情满旅途·
关爱农民工返乡”活动，免费给返乡农民工
发放面包、矿泉水、应急药品，并组织志愿

者开展交通指引、班车咨询、搬运行李等，
得到外出务工人员的一致好评。

前不久，县里得知有部分农民工或
买不到返乡车票，或因工作原因须在 1
月23日（农历腊月廿九）才能离开岗位，
决定在这天开展“开通最后一班车，不落
一个回乡人”行动，县里出资开通东莞、
深圳班车，免费接老乡回家过年。

据介绍，本次活动共有 300 多人报
名，最终确定 81 人返乡。当日早上 10
时，两台班车分别从深圳沙井站、东莞总
站出发，8个多小时后平安抵达安仁。

“到家了，好开心！”
安仁接81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过年

“迁”出
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