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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妹：
展信佳。
昨天没来得及回你短信，等工作完

了又不好再扰你清梦。我在这里一切
都好，你和爸妈勿多挂念。看到住地附
近的一棵柠檬树，想起家里楼下那株
我们小时候一起栽的柚子树。闰四月，
本来我们有机会相互庆生，可惜再次
相距万里。

年幼你不在父母身边，长大了我又
离开了家乡，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
数。有那么两次，我们一起安静度过生

日，一次在北高峰下杨家牌楼，至今念
念不忘奶奶做的梅干菜蒸河虾；一次你
放学后来校门口找我，在西湖边，太阳
雨底下我们骑着自行车撒欢。最后一次
给你写信是2004年，最后一次和你旅行
是2005年。最后一次一家人在杭州团聚
是2017年，那年我们一起结婚嫁人。

虽然我们是双胞胎，但我们聚少离
多。虽然我们总是相隔两地，但我们从
未分离。今年在抗疫战斗中，我在武汉
支援，你奔走在各个社区做志愿者；如
今我在津巴布韦抗疫，你作为杭州市江
干区政协委员也在忙。夜里，我们依旧
还会突然问，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我
肚子痛”“我也是”。也许是身体里一样
的血液，在默默推着我们向一个方向走
去。这是生命的神奇，也是我们的秘密。

因信号不好，上次跟妈妈视频电话
很短。告诉妈妈我很好，不要担心；也告
诉爸爸不要太操心。老家的杨梅又快熟
了，提醒爸爸妈妈不要太操劳，摘不完的
就不摘了吧。你发来的照片里，吉拉宝宝
长得越来越像我们小时候了；等我回家，
我们再跟她一起玩“认妈妈”的游戏。家
里就继续拜托你了。

好了，我又要去忙了，好多话还没
来得及写，但我相信你知道我要说的。
捡一朵掉落的凤凰花，祝你生日快乐。

胞姐
2020年5月21日于哈拉雷

作者为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抗疫
医疗专家组队员、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孙爽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相隔万里，双胞胎的秘密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陈奕
樊 通讯员 周洁）5月20日至21日，省
人大调研组赴娄底市调研精细农业发
展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关春参
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新化县、冷水
江市、涟源市和娄星区，实地考察了黄
精、茶叶、生猪等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专业合作社，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娄底市
关于精细农业发展情况介绍和意见建
议。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娄底市大力发
展精细农业所取得的成效。调研组指
出，湖南是农业大省。建设以精细农业
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是省
委在深刻把握省情、农情和市场变化的

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要扛牢政治责
任，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切实增强大力发展精细农业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精细农业为重
要抓手，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
精细农业发展，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优
化种源种业，创新生产方式、组织方式、
品牌营销和产业业态等，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手段引领保障精细农业发展，进
一步强化精细农业的功能功效，促进农
民增收，确保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大力推动湖南精细农业发展
省人大调研组赴娄底开展相关调研

“不收平台费用，也不拿销售提成，
卖多少得多少，大家赶快学。”3月31日，
芒果扶贫云超市来到古丈县，对当地农
户开展线下培训，教大家如何利用电商
平台，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古丈县“带货
达人”胡金秀现场现身说法。

胡金秀身残志坚，带领村民发起成
立了古丈县一碗茶经济综合开发专业合
作社。今年春天，合作社采摘的150公斤
左右茶叶，一度滞销。3 月 16 日，她在芒
果扶贫云超市开办了“胡大姐的店”，成
为首位入驻芒果扶贫云超市的残疾农
户，也是古丈县第一位在芒果扶贫云超
市开店的农民。开店半个月，她的粉丝数
量就从几十涨到了几万，卖出了 5 万多
元的茶叶。

引导农民从原来的挑担赶集转到网
上卖货，拓宽销售渠道，带活当地产业。
芒果扶贫云超市的工作人员每到一地，
便组织当地农户开展线上线下培训会。
工作人员围绕电商系统操作和电商运营
方法，现场讲解，教大家网络主播方法和
技巧，为农户直播卖货提供技术指导和
全程服务。

在芒果扶贫云超市开店、“直播带
货”，可以带来看得见的收益，农民朋友
热情高涨。

3 月 12 日，芒果扶贫云超市开展首
站直播时只有 3 户农户入驻开店。一个
多月后，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开展培训会，
当天就有300多户农户进驻开店。

很多农户通过直播成了“网红”，
探索出了质朴实用的直播方法。江永
县农户刘云峰通过直播采摘、打包、发
货等从源头到餐桌全过程，把“直播带
货”做得风生水起。安仁县李红芳身残
志坚，养蜂致富，在直播中，向大家展
示优质蜂蜜酿制工艺，被网友称赞为：
有 内 容 、有 故 事 、有 温 度 的“ 直 播 带
货”。

截至目前，芒果扶贫云超市已在宜
章、安仁、汝城等地建立了直播培训基
地。对全省 12000 人开展了线上线下开
店、直播与电商培训；3846 人在扶贫云
超市开店。卖火了当地产品，带活了当地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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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孟姣燕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旅游饭店
行业遭受一记“重拳”。5 月 22 日，在
2020长沙市旅游饭店行业复工复产推
进经验介绍会上，湖南圣爵菲斯大酒
店、长沙延年酒店管理公司等一批复工
复产居于前列的企业介绍了市场开拓
的经验，长沙旅游饭店企业以及文旅部
门、会展行业共同探讨如何危中寻机、

“满血复活”。

汇聚人气、创新产品，
行业元气正在恢复

今年“五一”期间，湖南圣爵菲斯大
酒店推出了首届“马栏山嗦粉节——湖
南必吃地标粉店集合打卡”活动，各路
米粉和“粉丝”慕名而来，人气火爆，原
计划 5 天的活动延长至 10 天，共创收
70万元。

“10天卖出各式米粉3万余碗。”圣
爵菲斯大酒店负责人李成文介绍。

疫情之下开展“自救”，圣爵菲斯酒
店推出盒饭、定制菜品、零点等外卖产
品，举办“嗦粉节”、玩转芒果等活动，开
展洗涤消毒服务等，逐渐恢复往日元
气。李成文介绍，至4月，圣爵菲斯大酒
店收入达到同期的70%，预估5月份能
恢复到之前收入的80%左右。

想方设法汇聚人气、创新产品，长沙
旅游饭店业在疫情之下“止血”“疗伤”。

“这几天，包厢开始要提前预订
了。”冰火楼酒店管理公司负责人胡艳
萍说，4月份经营达到往年同期水平的
70%左右。疫情期间，针对广大消费者
饮食清淡、注重养生的需求，冰火楼推
出了健康板蓝根、砂锅焗百合、清炒草
芽等健康饮食，让消费者品尝到“舌尖
上的春天”。

长沙君悦酒店打造爆款餐饮产品，
酒店负责人王勇彪介绍，目前酒店每天
收入有30多万元，除了会议业务，其他
基本都已恢复以往状态。

转战线上、练好内功，
消费市场大有潜力

“疫情倒逼我们往线上找生机。”作
为一家传统餐饮企业，冰火楼以前只做
线下，公司负责人胡艳萍说。企业在疫
情中学习、改变，拓展线上外卖业务，根
据大数据对客户群体分类，并全线客服
跟踪，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复购率。二三
月份，外卖数量达到200多万份，帮助
企业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转变思路、转战线上，成为不少酒
店的共同选择。湖南金叶神农大酒店牢
牢抓住周边社区的家庭需求、附近单位
的工作需求等，目前每天的净菜、半成
品订单达到200份以上，已形成固定的
发展模式。

长沙延年酒店管理公司推出线上
促销活动，4 天卖出了 7000 份促销产
品；圣爵菲斯酒店启动首届线上婚博
会，3 场直播，吸引 1.7 万多人参与，促
成86单。

面对疫情挑战，企业练好“内功”，
有的在市场营销上发力，有的在内部管
理中增效。

长沙君悦酒店与文和友等“网红”
店合作，吸引消费者。湖南金源阳光酒
店努力把之前预订的宴会全部“找回
来”，5月接到的婚宴有11场，6月份已
预订15场，“比去年同期还要多。”

“人在，生意就在；人才在，生意就
会更好。”长沙延年酒店管理公司负责
人罗千钧说，疫情期间公司没有裁员，
在家员工基本保障工资全额发放。

据了解，目前长沙市的旅游饭店业，
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出租率达到 60%-
70%，情况一般的还是只有30%左右。

化危为机，全行业共同努力

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
江谈了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3月中旬
举行的长沙服务行业座谈会上，现场气

氛还比较沉重；这次会议，大家脸上笑
容多了，可以感受到信心十足。

后疫情时期，长沙旅游饭店业如何
加快促进市场恢复？

“由夜经济的‘中转地’转变成‘目
的地’，积极融入夜间经济。”长沙市旅
游饭店业协会会长李旭光认为，“夜间
经济”已经成为刚需，政府也出台了多
项政策促进夜间经济发展。酒店住宿业
应该充分利用所有经营场点，也可与大
卖场、大娱乐企业等合作，做好“夜生
活”文章，开发“主题夜”产品，提升“夜
食”品质、提高“夜宿”品位、丰富“夜娱”
文化，吸引游客进店消费。

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与养成，
互联网已成为酒店蓄能的主要渠道。李
旭光建议企业通过完善平台展示信息、
参与平台团购活动、拓宽线上推广渠道
等，争取更大“流量”，让线上“点击率”
变成实际“成交量”。

位于长沙国金中心、可以看到“最
美长沙天际线”的长沙尼依格罗酒店

“自带流量”，今年的平均房价高于去
年，“五一”假期的经营情况超越了去年
同期。负责人唐亚航认为，作为“新一
线”城市，长沙应该加大整个城市的推
广力度，带动酒店住宿业的整体发展。

杨长江表示，预计国内游到下半年
会呈现恢复性增长，长沙也将会开展

“秋之颂”“冬之约”等系列文化旅游活
动，吸引更多周边游、国内游游客，可为
酒店住宿业复苏助力。

业内普遍认为，会展业具有1∶9的
经济带动效应，可有效带动交通、餐饮、
酒店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长沙市会展
办副主任罗庆龙给现场旅游饭店业企
业带来了好消息：4 月 30 日启动的
2020 湖南汽车展览会，打响了全国会
展经济复苏的“第一枪”，积累了后疫情
时期的办展经验，也让长沙会展业得到
全国乃至全球的关注。今年下半年，长
沙已有几个展会基本确定，希望酒店业
练好内功、做好服务，大家共同努力推
动会展经济发展。

危中寻机力拼“满血复活”
——长沙旅游饭店行业复苏记

5 月 22 日，江永县蒋秀旺开车经过县城最繁华的
街道时，被户外显示屏上正播放的纪录片《最是一年春
好处》吸引住了。

“快看，纪录片中的主人翁就是我。”蒋秀旺向朋友
介绍。4年前，蒋秀旺从广州返乡回到江永县带领贫困
群众种植沃柑，与贫困群众签订保底价收购协议。

今年春节过后，受疫情影响，订单大幅减少，蒋秀
旺心急如焚。3月13日，他在朋友圈发帖求助，接到了
芒果扶贫云超市工作人员的电话。3月15日，芒果扶贫
云超市的工作人员来到江永县，将江永沃柑“搬”上货
架，教蒋秀旺在芒果扶贫云超市开店、做直播。

“每场直播有一万多粉丝观看，能销售出500多公
斤沃柑。”蒋秀旺说，江永沃柑入驻芒果扶贫云超市后，
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县1000万余公斤沃柑销售一空。

为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农特产品销售难题，芒果扶
贫云超市安排专门人员收集全省各地扶贫产品滞销信
息，开启“带货”模式。

今年疫情期间，龙山县惹巴妹手工织品有限公司扶
贫车间生产的产品，一时出现积压。3月24日，该公司产
品被工作人员搬上“超市”货架，积压难题迎刃而解。

4 月 15 日，芒果扶贫云超市的工作人员走进桂阳
县，将当地美食——稻草灰水粽放到“超市”销售，当天
销售粽子7000余个，销售额6万余元。

5月12日，芒果扶贫云超市工作人员来到平江县，
推销当地特产，当地农户缪宏首次尝试“直播带货”，30
分钟卖出200多单酱干。

安仁县自4月份入驻芒果扶贫云超市后，截至5月
22日，不仅全县农户积压的8万余公斤脐橙销售一空，还
销售了豆腐乳、茶油、土鸡等安仁县农特产品1150万元。

目前，芒果扶贫云超市已上架湖南特色农产品超20
万件，吸引近400万消费者在线观看直播、浏览产品，全
国30个省（市区）的7万多名城市居民已下单购买。

5 月 1 日，芒果扶贫云超市在湖
南广电前坪开设直播间，湖南卫视主
持人张丹丹、刘烨、李浩菲、孙璞与江
华瑶族自治县陈江涛、黎氢两位副县
长同台打擂，比拼“带货”，向消费者推
介江华瑶族自治县的苦茶、百花蜜、瑶
家冬笋干等农特产品，当天直播微博
话题阅读量超1800万人次。

利用湖南广电主持人、艺人的知
名度和自带的流量，帮助贫困地区销
售农特产品，芒果扶贫云超市人气越
来越旺，销售越来越火。

5 月 17 日，湖南卫视主持人李锐
来到涟源市帮村民们“带货”，刚一现
身，村民们便将当地产的豆腐、蜂蜜、
辣酱等农特产品端了出来，请他帮忙
销售。

李锐开通直播，一边试吃，一边互
动，10 分钟销售当地农产品 1200 余
单。当天，直播观看人数超50万，直播
活动话题浏览量达到2009.6万。

目前，湖南电广主持人刘烨、梁
田、靳梦佳、李锐、李浩菲、孙璞均成
了芒果扶贫云超市的“带货达人”。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主持人、艺人
加入进来。”芒果扶贫云超市负责人
张鹏说。

芒果扶贫云超市直播间的流量，
不仅属于主持人和签约艺人，也属于
各地县（市区）的党政领导。

4 月 1 日，古丈县副县长周大钊
化身“主播导游”，带领网友领略古
丈毛尖采摘、炒茶、泡茶过程，与网
友连麦互动，献歌献舞，各种操作溜

得飞起。
“宝宝们，我今天推荐的这款茶，

叫‘红牡丹’，你们看，汤色金黄，入口
甘甜。”4月10日，宜章县委副书记、县
长张润槐跟芒果扶贫云超市的直播团
队来到莽山，为“莽山红茶”打call。

网友“蓝心田”留言：看领导们“直
播带货”，农特产品如数家珍，风土人
情娓娓道来，夹杂几句方言俚语，生动
有趣。

截至 5 月 23 日，芒果扶贫云超市
已在双牌县、江永县、龙山县、永顺县、
麻阳苗族自治县、凤凰县、古丈县、宜
章县、桂阳县、安仁县、汝城县、桂东
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平江县、涟源市、
炎陵县等16个县（市）开展了“直播带
货”活动。

4月19日，安仁县稻田公园古戏台，“芒果扶贫云超市”直播节目现场。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炎陵的鹅品质好，烹饪时不需要放什么香料。”5月22
日，炎陵县县长文专文通过芒果扶贫云超市直播平台，下厨
烹饪炎陵白鹅，开展“直播带货”，马上就有粉丝下单。

点击芒果扶贫云超市的直播平台，记者发现，这是
芒果扶贫云超市第16次来到贫困乡村“直播带货”。

今年3月12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商
务厅、省扶贫办指导的芒果扶贫云超市上线后，通过

“一键开店、一键直播、一键到家”方式，帮助贫困地区
销售农特产品，“爆款”不断。目前，已累计卖出湖南农
特产品203663件，销售额达到2500万元，间接带动特
色农产品关联销售10.3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转眼就6月了，湖南高校毕业生求职
进入关键期。截至目前，我省40.18万名高
校毕业生，就业率仅为45.58%。如何稳住
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盘，确保高校毕
业生就业率总体稳定？5月22日，由省教
育厅、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国资委联合
主办的湖南省2020届高校毕业生留湘、
回湘、来湘暨“温暖三湘”网络视频双选会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
湖南响应教育部“百日冲刺”专项行动，千
方百计促高校毕业生就业。

政策举措服务齐上，就业
形势依然严峻

据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瑰曙介绍，省
政府先后出台了稳企稳岗稳就业10条
措施、做好稳就业工作16条措施，省教
育厅联合人社厅、国资委等相关厅局出
台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10条措
施。全省已累计举办大中小型网络专场
招聘会8589场，提供岗位约51万个，参
会企业11万家，意向签约8万余人。组
织线上就业创业指导及心理咨询系列
活动24场，20万人次线上观看。将毕业
生档案托管、就业报到证办理等服务事
项入驻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实现毕业
生“只进一次门、只跑一次腿”。

但随着疫情全球蔓延，一些加工配
套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出口企业招聘需
求大大下降。中小微企业发展难以为继，
旅游服务、餐饮娱乐、销售贸易等往年“招
人大户”，出现了倒闭、减产、停招，直接导

致毕业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截至目前，
我省共有毕业生40.18万，根据微信实名
调查结果，就业率仅为45.58%，相比去年
同期下降约10个百分点。

7场双选会“温暖三湘”，
首场需求3万人

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5
月 22 日，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工信
厅、省国资委联合主办启动湖南省
2020届高校毕业生留湘、回湘、来湘暨

“温暖三湘”网络视频双选会系列活动。
5月22日，启动仪式后，举行了云就

业大型综合视频双选会。与往届双选会不
同，此次双选会精准服务留湘、回湘、来湘
的高校毕业生，联系入驻的600多家企业
多为本土企业。截至当天18时，视频双选
会点击量达到122740次，600家企业提
供岗位量4037个，招聘需求人数30489
人，求职毕业生人数达到35402人。

此次，“温暖三湘”网络视频双选会
系列活动精心安排了7场。为更精准服
务企业和毕业生，5 月 28 日，是岳麓山
国家大学科技城视频双选会；6 月 11
日，湘西地区高校网络视频联合招聘
会；6 月 18 日，湘北地区高校网络视频
联合招聘会；6 月 24 日，湘南地区高校
网络视频联合招聘会；6 月 30 日，湖南
省建档立卡贫困生专场招聘会；7 月 7
日，湖南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校企交流把脉，政府
千方百计

如何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5
月 22 日上午，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
工信厅、省国资委组织5家高校和18家
企业召开了校企座谈会。

“建议大学生先就业再择业。”长沙
绿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保健养猪
全产业链企业，疫情期间，效益稳步增
长，他们需研发人员和市场推广人员，
但现在的大学生普遍看重理想的职业，
不愿先就业获取经验。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急需
研发人员、小语种的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的销售人员和智能智造的高职院校的
毕业生，希望政府能有更多住房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回湘。大学毕业
生创业的长沙湘超体育文化和湖南楚
茗茶业两家公司负责人以自身经历鼓
励大学生创业，希望在安家补贴、子女
上学、政府采购方面对中小企业倾斜。

“企业招不到人，毕业生找不到工
作”，湖南工商大学和湖南宏颐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均认为，毕业生和企业之
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建大数
据智慧就业平台，要多提供毕业生与企
业接触的渠道，增加就业机会。湖南农
业大学就业创业中心副主任朱华武认
为，学校跟企业的合作还需要建立更深
入更长效的机制。湖南生物机电职院负
责人也希望政府能建立完整的网络信
息平台，而湖南电子科技职院希望能建
立来自企业的就业创业导师库。

政府也在千方百计促高校毕业生
就业。据介绍，湖南将进一步扩大总量，
从当前新动能发展和产业改革中、社区
基层中开发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精准
施策，为建档立卡贫困生举办 20 场专
场招聘会，重点向就业困难人员（含残
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创新
平台，提升毕业生创新创业就业能力。
严格落实高校就业创业“一把手工程”，
提升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水平。

“百日冲刺”力促高校毕业生就业

科教前沿

艺人带火——

主持人、艺人成“带货达人”，县领导变身“卖货郎”

“直播带货”——
上架超 20 万件湖南农特产品，吸引

全国 30个省（市区）的7万余名城市居民
下单购买

“网红”带活——
培训农民从挑担赶集转到

上网卖货，3846人在芒果扶贫
云超市开店

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
携手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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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