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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永成

最近，笔者在采访时发现了一
个有趣的现象：两个颇具特色的农
产品，只刻意改小包装，却对上了
消费者的胃口。 看似一个 “小动
作”，市场却越做越大。

新化县白溪腐乳历史悠久，品
质上乘，但销量一直难以做大。5月
上旬，笔者在新化县白溪镇采访发
现， 得益于包装上的一个小变化，
白溪腐乳已突破了销售瓶颈，产品
卖到了全国各地。

以往，市场上售卖的白溪腐乳
通常装在坛子里，用蜡封存，一坛
约1.5公斤左右。开封后，必须尽快
吃完，不好保存，也不便于携带。去
年， 有消费者提出了这一问题，白
溪腐乳生产厂家改进了包装，推出
一种只有婴儿拳头大小，类似于果
冻盒的真空包装。这种包装一盒放
置一片腐乳，撕开即食，不仅便于
保存，还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一
经推出， 便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远
在新疆、浙江等地的客户，也纷纷
从网上下单，白溪腐乳的销量因此
大幅提升。

无独有偶。5月下旬，笔者在新
晃采访时发现，该县蜂窝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也推出了两款小包装
蜂蜜产品。 一种包装类似速溶咖
啡，倒出蜂蜜，用开水冲泡，便可食
用，一包正好泡一杯；另一种包装
跟盒装冰淇淋一样，可用内置勺子
直接食用。这两种包装一举改变了
以往玻璃瓶或塑料瓶装蜂蜜不好
保存、不便于携带等问题，同样深
受消费者喜爱， 产品销量直线上
升。

这两个事例，看似在包装上做
文章，实则是生产者站在消费者角
度， 转变思路赢得市场的案例。以
往，不管是坛子包装的腐乳还是玻
璃瓶包装的蜂蜜， 由于不易存放，
不便携带， 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
步， 也让好的产品销量停滞不前；
转变思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
问题，产品便在市场中“扬眉吐气”
了。

湖南是农业大省，有很多优质
农产品，但时常会听到“丰产不丰
收”的痛心故事，究其原因，还是在
销售上出了问题。这些优质农产品
的生产者是否也能像白溪腐乳、蜂
窝窝蜂蜜的生产者一样，站在消费
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许只要一
个“小动作”，市场销售也会大不一
样。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吴明治 张雷

【名片】
袁文杰，1992年出生， 岳阳市

公安局云溪分局指挥中心民警。他
出身于警察世家， 从小爱上诗词。
诗歌让他收获爱情与幸福，他还登
上了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在警
察工作中， 他用诗歌为正义而歌，
影响身边的人。

【故事】
袁文杰不是一个满怀豪言壮

语的人。乍一看，他像个在校读书
的学生， 略显腼腆却透着朝气。越
往深里接触，他亦武亦文的儒雅气
质就会扑面而来，藏也藏不住。

前不久，袁文杰登上中央电视
台“中国诗词大会”，参加第三季第
二场个人争夺赛。 他一身警服、威
武帅气。比赛中，他口若悬河、对答
如流，“文艺警察” 的形象跃然荧
屏。

节目中， 谈及爱好诗词与承
担家务的关系，袁文杰机智抢答：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主持人
董卿启发他给电视机前的岳母娘
献诗，袁文杰答道：“爱子心无尽，
归家……” 董卿补白说：“归家春
及辰。” 袁文杰立马对着董卿喊：
“对不起！岳母娘。”引得台上台下
一片笑声。最后，袁文杰虽然以2分
之差惜败对手，但他依然觉得“为
中华诗词而歌很自豪”。

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初
夏时节， 走进地处长江边的警营，
图书室、文化墙“闪烁”中国文化之
光， 让这片乡土平添了文化气息。

而大家津津乐道的袁文杰为诗词
而歌的故事，像雨水一样滋润着人
们的心灵。

袁文杰出身于警察世家，外
公是一名老警察， 父亲退伍转业
后当了警察，母亲也从警多年。袁
文杰父母常年奔波在外，他2岁多
时，父亲回家探亲，带回一个录音
机和几盒诗词配乐磁带。 他见到
陌生的父亲又哭又闹， 父亲便用
磁带放诗词给他听， 他马上变得
安静。

从那以后，父母便经常放诗词
给他听。袁文杰越听越喜欢，一直
听到高中毕业。高考时，他主动要
求报考湖南警察学院，实现了当警
察的梦想。他梦想着用英勇为民除
害，用诗歌讴歌人民警察。

工作和生活中，诗词熏陶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递
正能量的过程。

热爱诗词的袁文杰因为有诗
做伴， 收获了爱情与幸福。2015
年，他遇上了心上人，当时一见倾
心。袁文杰用诗歌表白，最终赢得
芳心。

2017年， 岳阳市公安局开展
集中打击犯罪斗争期间，袁文杰深
切感受到民警守卫万家灯火背后
的辛勤。“且问民心何以报，一腔热
血尽英豪。风尘仆仆无穷尽，不问
辛苦为谁忙。”他有感而发，激情赋
诗，引发同行共鸣。

去年10月21日， 君山区良心
堡镇居民肖先生报警称， 自己的2
万元错汇给云溪区一个陌生女子。
当班民警袁文杰和同事热情接待
了肖先生，费尽周折辗转找到该女
子，哪知对方拒不归还。袁文杰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规劝其如
数退款。肖先生送上锦旗，袁文杰
以诗答谢：“一心为民解急难，事无
大小不言烦。 矢志从警风雨路，忧
心只为万户安。”

袁文杰不仅热爱诗词， 更热
衷于向周边的人传递诗意。 工作
之余，袁文杰常自发组织同事“飞
花令”，增添生活乐趣。有一次，有
同事去参加演讲比赛时， 临场打
退堂鼓。袁文杰以古人诗句鼓劲：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
杀。”同事顿时信心倍增，在比赛
中获得好成绩。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陈丽）6月2日，859头进境种猪
乘波音B747-400型全货机从美国芝
加哥“飞”抵长沙。这是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口岸今年首次进口活体动物。

这859头种猪共有大白、长白、杜
洛克3个品种，由一家湖南本土公司引
进，将定居湖南“繁衍后代”。

浩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货运分公司为此开辟货物提取绿色通
道，全部货物从卸机至装车仅耗时118
分钟， 刷新了黄花机场进口活体动物
的保障时间纪录。

2012年，黄花机场首次从美国引
进1000余头种猪。2017年， 黄花机场
先后两次包机进口种猪。

据介绍， 黄花机场是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中部地区进口种猪的首
选口岸。 长沙将建立中部地区的进境
种猪隔离场， 届时长沙将实现常态化
进口种猪。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陈
新华 记者 李国斌 ）准载19人，实载
54人， 超员184%！6月1日14时05分，
张家界市慈利县阳和交警中队民警
在金岩乡三源村慈金线5公里加100
米路段发现一车牌为湘G23XX8的客
车严重超载。6月3日， 慈利交警通报
了此案。

6月1日正值儿童节，阳和交警中
队民警除在各所学校安排警力值守
外，还安排了警力上路巡逻。民警巡
逻执勤过程中，发现了这辆超员大客
车。

通过当场清点人数， 该车准载19
人，实载54人，其中成人7名，儿童47
名，超员35人，超员184%。该车驾驶人
李某超，慈利县宜冲桥乡人，持有A1
驾驶证， 当天在查获路段附近的中小
学接送过儿童节的家长和学生。 因了
解到有民警巡逻， 在被查获之前李某
超还与朋友电话联系， 询问前方是否
有警察，得到“没有警察”的“准信”后，
放心大胆开着超员车辆上路， 没想到
被正在执行任务的民警逮个正着。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 他将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此案在进一步办理中。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黎铁淞

6月1日上午10时许， 在夫夷江
新宁县清江桥乡段石背塘渡口，渡
工陈叶忠停妥渡船， 看见74岁的新
玉村8组何叶珍老人挑着两袋物品，
赶紧急步上前， 从老人肩上接过担
子挑上船。 稳稳操纵渡船到达对岸
后， 他又帮老人挑着物品爬上50多
米的长坡才返回船上。

陈叶忠是清江桥乡新玉村人。
虽然只有48岁，却是清江桥乡“最年
轻的老渡工”。

夫夷江缓缓东流， 清江桥乡清
江村和新玉村隔江相望。河宽约200
米，成为两村之间的“天堑”。要绕道
过江， 得绕5个村50多分钟车程，里
程近18公里。因此，百年古渡石背塘
渡口的渡船， 成了两岸5000余名群
众来往的“移动桥梁”。

2007年，石背塘渡口因原渡工不
符合条件需更换渡工， 大家一致推选
平时为人实在、 乐于助人的陈叶忠做
渡工。陈叶忠二话没说，接过重担。

当渡工是苦活。 陈叶忠每天清
晨5时30分起床、6时到岗，忙到晚上

7时30分才收工回家，一年365天，天
天风雨无阻。“哪怕只有一个人，也
要开船接送， 每天来回共200多趟，
过年都没休息过。”他说。

陈叶忠一开始就为自己立下决
不多收乡亲们一分钱的“规矩”。近年
来随着物价上涨， 为了维持运行，清
江桥乡其它渡口过渡费相应上涨，唯
独陈叶忠坚持最初的“规矩”，12年
“一口价”：外地乘客每人1元，清江村
和新玉村签约村民每人每年6元。

陈叶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乘客
付费收入算下来每年不到8000元，加
上渡工工资每月800元， 总收入一年
17000多元；支出油费、渡船维修费每
年6000余元……” 算来算去所剩无
几，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每月药费
也得花700余元， 一家人生活过得紧
巴巴的，被评定为贫困户。陈叶忠现住
的还是上世纪90年代建的破旧房子。

活累，收入低，有亲友劝陈叶忠
说， 随便做点什么活都比当渡工强。
去年5月， 他在广东打工的妹夫帮他
联系好一份工作， 每月收入5000多
元。当时，陈叶忠的确有点动心了，可
转念一想：我要是走了，乡亲们过河

怎么办？于是，他婉拒了妹夫的好意。
“陈叶忠既是渡工，又是‘活雷

锋’。” 清江桥乡党委书记焦海忠对
陈叶忠给予高度评价。十多年来，陈
叶忠帮过河群众推车、扛货、挑担，
好事多得数不胜数，还救了4名落水
群众的生命。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姜鸿
丽 通讯员 杨生国 周亚玲)今天，记
者在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楼顶看到， 翠绿的草地上矗立着
绿色的铁箱。“这是有机废气净化处
理装置， 挥发性有机物通过有机生
物吸附降解后，去除率可达80%。”该
公司安全部工程师叶景熙说。

据了解，挥发性有机物(VOCs)
是大气“隐形杀手”，主要来自汽车

尾气、 喷涂行业和印刷等化工行
业，在常温下以蒸汽形式隐于空气
中。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是当地
一家大型国有印刷企业，生产产生
的有机废气气量大、污染物成分复
杂。为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 公司5年前着手研究有机废气
治理课题，最终在常德市环保局武
陵分局指导下， 从4个备选方案中
筛选出适合企业特点的生物滴滤

技术，投入300多万元，建立净化处
理装置。经处理，公司年排放有机
废气从200多吨减少到30多吨。

为推进环境治理，坚决打赢蓝
天保卫战，武陵区针对重点工业印
刷行业以及表面涂装行业和汽车
4S店等，开展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
治工作。目前已完成9家企业VOCs
综合治理， 今年将完成治理39家，
以有效控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徐
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王雨林 阳
倩）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今天，
岳阳市启动“保护生态环境，守护
洞庭湖行动”公众开放、环保系列
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岳阳市人大
常委会、 市政府的党员干部与近
千名志愿者一起签名， 共同投入
到保护江湖生态环境“行动者”行
列。

活动现场， 岳阳市党员干部、

人大代表、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
及市民代表， 参与了生态环保展
览、环境诉讼答疑等活动。岳阳市
环保局邀请党员干部、 志愿者、企
业员工， 走进城市污水处理厂等，
参与公众开放日活动，使公众理解
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岳阳市
人大代表伍玉龙说：“岳阳的优势
在水。守护好一湖碧水，是我们岳
阳人共同的责任。”

据了解，岳阳还将陆续举办洞

庭湖水环境调研等环境保护宣传
月主题活动，组织部门单位党员干
部组成环保志愿小分队， 进机关、
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参
与环保行动，合力为守护绿水青山
出力。岳阳市环保局法制宣传科科
长刘忠良告诉记者：“这是岳阳近
年来参与面最广的‘世界环境日’
主题活动， 旨在提高公众环保意
识，引导党员干部及市民履行环保
责任。”

谈经论市

一个“小动作” 打开大市场

袁文杰：
亦警亦诗行且歌

严厉打击恶意炒房、违规落户、恶意制造抢购气氛等

长沙打响“反炒房”攻坚战
16家违规中介门店停业整顿 长沙在建楼盘能满足7个月左右供应

芝加哥种猪
“飞”抵长沙

核载19人的车里塞了54人

心存侥幸上路
严查追究刑责

武陵区专项治理大气“隐形杀手”

岳阳干群争当保护江湖“行动者”

老百姓的故事 一个人一条船 坚守渡口12年

6月4日，长沙县三一路与板仓路交会处，施工人员在安装立体车库钢结构。该车库为长沙县首座全智能机械立体停车库，共10层，建筑高度23.86米，设计停车
位190个，驾驶员可通过智能车库专用APP和城区智能停车系统获取车位信息，刷卡实现自动化停车、取车和缴费，预计7月底试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立体车库缓解停车难

袁文杰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王文）
今天起，长沙市发改、住建、工商、公
安、税务等部门联合开展全市房地产
中介机构地毯式执法专项检查行动。
执法首日，16家违规情节严重的中介
门店被责令关门停业整顿。长沙市住
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执法
将严厉打击恶意炒房、 违规落户、恶
意制造抢购气氛等违规违法行为，坚
决打赢“反炒房”攻坚战，确保长沙楼
市平稳健康有序发展。

今天上午，长沙市住建委、市发改

委、市工商局组成河东、河西两个联合
执法检查组，分别对开福区、芙蓉区、
天心区、雨花区、岳麓区的房地产经纪
机构及其分支机构（门店）进行了突击
检查。此次行动采取“四不两直”（不事
先通知、不打招呼、不定路线、不论门
店大小， 直插机构总部、 直奔中介门
店）和“双随机一公开”（随机编组、随
机抽查、及时公开）的方式进行。

当天， 两个检查组出动24名执法
人员，共检查了新环境、中环、邦房、链
家、创道、裕丰、亚邦、晨升、启心等房地

产中介机构（门店）19家，现场责令16
家违规情节严重的中介门店关门停业
整顿。其中，长沙市雨花区嘉辉房屋信
息咨询服务部新城新世界门店存在公
示房源无委托书， 经纪合同无经纪人
签字、无业务记录、无备案登记证等问
题； 湖南新环境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
司新城新世界店存在无备案登记证，
未达到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两名经
纪人协理条件的行为； 长沙雨花区诚
泽房屋信息咨询服务部雨花区新城新
世界门店存在未达到一名房地产经纪

人或者两名经纪人协理条件的行为，
无分支机构备案证， 为禁止上市交易
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的行为。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凡涉嫌组织炒房、违规销售、哄抬房
价、销售欺诈的，一律实行机构、人员
同责同查。落实执法约谈、媒体曝光、
顶格处罚、 行业禁入等具体措施，情
节严重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目前， 长沙市在建楼盘面积达
1308.18万平方米，能有效满足未来7
个月左右市场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