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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五月杨梅已满林”。农历五月，夏至已
至，一阵梅雨一阵阳，将满山满坡的杨梅催
得愈发红了，绿荫翳翳，丹实累累，点缀在
山间，不负“果中玛瑙”之名。

这个时候的人们，有眼福，更有口福。
街边小贩、超市货架、鲜果快递……6月

到7月，新鲜杨梅的酸甜滋味，正通过多种渠
道，抵达人们的味蕾，挑逗着“吃货”的心。

“木洞杨梅尤擅名”
杨梅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水果， 栽培食

用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长沙马王堆西汉古
墓中，还发现了盛有杨梅的陶罐。

很少有人能抵挡住杨梅的诱惑， 尤其
是当它刚从树上被摘下时。 红到发黑的杨
梅，肉厚而酸甜，一口啖入，鼓胀如泡的汁液
在唇齿间绽开，黏腻的暑气随之烟消云散。

这种风味独特的水果，因保质期短，不
耐贮运，故成熟之际，常使人们贪婪地吃得

“十指纤纤尽红染”。
难怪明代嘉靖年间大学士徐阶认为，

“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焉得到长安”，如果
杨贵妃能够吃到杨梅， 荔枝恐怕就要“失
宠”了。

苏东坡独爱“吴越杨梅”，实际上，湖南
的杨梅也不遑多让，《湖南通志》称杨梅“以
靖州杨梅之最佳”，《靖州乡土志》中，则官
方认证“木洞杨梅尤擅名”。

自称“杨梅土专家” 的吴长春告诉记
者， 杨梅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各地均有
广泛分布， 木洞村是本地杨梅最早的集中
产区之一，故有此美誉。

在靖州开办杨梅产业农民田间学校的
吴长春介绍，目前，我省发现的野生杨梅品
种为光叶杨梅和大叶杨梅， 两者以叶片形
状区分。

靖州坳上镇响水村有棵树龄高达500
多年的杨梅古树，高达10米，被世界纪录
协会确认为“世界最古老的杨梅树”，至今
仍枝繁叶茂，年年结果，那就是光叶杨梅。

靖州目前有杨梅基地近10万亩。吴长
春介绍，其中有2万余亩是本地杨梅品种，
其余的东魁、硬丝杨梅、荸荠杨梅等均为

20世纪90年代前后引入的品种。
本地杨梅色泽浓郁，出汁率高，非常适

合用于加工制作成杨梅酒。 但也有成熟期
短、容易落果、果实耐贮运性较差、肉柱较
软易破碎等缺陷，一经长途运输，鲜果便汁
液外流，浪费严重，叫人惋惜。

靖州杨梅，打破时空界限
“百钱且得论摊买，恨不移根植上京”。

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杨梅， 靖州在提高杨梅
的耐贮运性和运输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近十几年间， 吴长春从全国各地广泛
搜集野生杨梅品种，进行资源保存的同时，
也对其进行培育和研究。

他兴奋地跟记者分享，通过12年的努
力， 他的团队在杨梅杂交育种方面已经取
得初步胜利， 成功培育出6个杨梅样本，极
大提升了杨梅的耐贮运性，并朝着果大、味
甜、色浓、丰产、抗病性强等方向，持续改良
品种。

古时交通不便，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
南的杨梅，往往牵动着异乡游子的思乡之情。
明代庐襄身居北国， 却念念不忘家乡杨梅：

“北方地冷无南果，最恨杨梅未得尝。”
现代的人们不必再受此垂涎之苦。杨

梅从枝头摘下，到送到嘴边，有“黄金48小
时”的说法，要实现杨梅一下树就上市，冷
链运输功不可没。

6月21日，吴长春的200多亩杨梅种植
基地发出2000多公斤杨梅优质果，个个通
红浑圆，叫人嘴馋，通过顺丰、德邦等大型
物流企业的冷链车、高铁、飞机配送，直送
到北京、上海等地。

湖南省内，早上采摘的杨梅，晚饭时分
即可送达长株潭市民的餐桌；省外“吃货”
也有福了，不用48小时，就能享用到原产
地的新鲜杨梅。

过去在马路边贱卖的杨梅， 如今身价
倍增。吴长春栽种的优质杨梅，今年最贵卖
到了100元一公斤。

杨梅酒、杨梅干、蜜饯、罐头……靖州
对杨梅进行深加工， 在打破空间界限的同
时，还为嘴馋的食客们抓住了时间。

杨梅味美却季短，抓紧此刻，赶紧品尝
吧。

长株潭城市群研究硕果累累
朱有志当选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会长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尹虹）湖
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长沙举行，
推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和常务理事。 湖南
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
委赖明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自1994
年成立以来， 在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长
株潭一体化”首倡者张萍带领下，集聚大
批省内知名经济学专家以及实务工作
者， 紧密围绕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建设以
及新时代城市群、城镇化、城市发展等领
域重大问题持续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推
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推进长株潭经
济一体化发展”“关于数字湖南建设实施
云计算工程的建议 ”“环长株潭城市群
（即3+5城市群）构想”等建言献策直接转

化为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研究会先后
举办13届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论坛、 编写
出版9本长株潭城市群蓝皮书，产生了广
泛社会影响。

在今天的换届选举中， 省社科院原院
长朱有志当选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会长，
童中贤、王忠伟、尹向东、田定湘、匡远配、
向国成、吴厚庆、何振、张亚斌、周国华、谢
瑾岚、楚尔鸣、潘爱民当选副会长。研究会
将重点就长株潭城市群在“一带一部”视阈
下的发展战略等展开深入研究， 推进长株
潭由大变强发展。

赖明勇指出, 研究会要深入研究新时
代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演变规律，
积极探索具有湖湘特色的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路子， 配合省委省政府做好长株潭城市
群宣传推介工作。

华声在线记者 卢小伟 潘梁平

6月18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一场
“亲事”让苗寨处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当天下午， 十八洞村与福建省宁德市赤
溪村缔结为脱贫致富奔小康“姊妹村”，双方
代表签订协议书，互赠礼品（苗绣与福鼎），相
约加强社会、经济各领域交流合作。

这场由国家民委牵线，湖南、福建两省民
族工作部门协调组织的结对活动， 让中国扶
贫的源头与精准扶贫的首倡地，跨越千里，相
交叠加， 生发出浓浓的民族情谊和闪亮的中
国智慧，驱动、引领着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

思源：
“初心”萌发出伟大的思想火花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是中国共产党
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不变的初心。

十八洞村与赤溪村，相距1400余公里，都
曾是最贫穷的少数民族村， 但在这份初心的
指引下，萌发出了最伟大的思想火花。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
就是在这里，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十
八洞村也成为老少皆知的“精准扶贫首倡地”。

福建宁德市赤溪村，则被称为“中国扶贫
第一村”。

时间追溯到35年前的1984年5月，在福鼎
县（现为县级市）任新闻科长的王绍据写信给
《人民日报》， 反映下山溪畲族群众的贫困生
活，“希望实行特殊政策给穷山村治穷致富。”

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全文登信，并配发
评论员文章，号召全国关注贫困群众。当年9
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
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拉开了延续至今
的扶贫探索。

1988年，在赤溪村扶贫最为困难的阶段，
习近平同志就任宁德地委书记， 与赤溪村结
下了不解之缘 ，发表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重
要论述。

2015、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批示、
视频连线赤溪村， 肯定了畲族群众为脱贫致
富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习近平总书记也时刻牵挂着十八洞村的
发展。2016年,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 还仔细询问了十八
洞村群众的收入等情况。

饮水思源。十八洞村正在建设一所“思源”

餐厅，寓意不忘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不
忘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 不忘扶贫政策
的精准发力。

蜕变：
30年奋斗，大山里飞出“金凤凰”

如今的赤溪村与十八洞村， 都已成为全
国脱贫致富的典范。 扶贫路上， 一个都不能
少，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共产党人的庄严承
诺，在两个村完美体现。

58岁的雷成托是赤溪村村民， 他的生活
经历，是赤溪村脱贫致富的“微缩史”。他所在
的赤溪村下山溪自然组在半山腰，曾经，畲族
群众长期困居山中，“婆媳只穿一条裤子”。

第一个10年，“输血式”扶贫。政府送来各
种生活、生产物资，“物资花完就没了。”

第二个10年，“换血式” 扶贫。1994年，福
鼎县启动“造福工程”，把包括雷成托在内的
下山溪22户、88人全部搬下山来。

从2004年起，福建省每轮三年、安排对口
帮扶200多个贫困村，开启“造血式”扶贫。2011
年开始，赤溪村由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对口帮扶，
确定了“生态立村、农林强村、旅游富村”的思
路。帮扶之下，赤溪村加快了脱贫步伐。

5年前，雷成托结束打工生活，在赤溪村
返乡大学生创建的茶厂工作。 春秋采茶季节
领月薪，淡季以小时结算，加上家里的几亩茶
园，一年2万多元的收入让他生活无虞。而赤
溪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4年的166元增长
到2018年的18305元。

无独有偶， 十八洞村也经历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

早在2011年， 湖南省民宗委派驻的扶贫
工作组来到十八洞村，修村路，引水渠，健全
基层组织，发展种养产业，为偏远苗寨的脱贫
致富铺路垫石。

2013年后， 十八洞村开始发展以猕猴桃
为主的种植业,以黄牛等为主的养殖业，以外
出务工为主的劳务经济， 以苗绣织锦为主的
手工业， 以农家乐、 红色游为主的乡村旅游
业，脱贫致富五大产业如五线谱，演奏出十八
洞村美好生活的华彩乐章。2018年，十八洞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2128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突破50万元。

6月17日上午，一场大雨过后，十八洞村
山峦云雾缭绕，苗寨岚气氤氲，以独有的美吸
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石板路上，苗家阿妹隆
慧，正为游客介绍村里的点点滴滴。

2016年， 在外务工的隆慧听说家乡发展
旅游正招募讲解员，毫不犹豫地回乡报名，经
过系统培训，正式成为讲解员。

“我们这里共有14位讲解员，全都是本村
人，而且大多都是返乡就业的年轻人。”隆慧
忙得够呛，连续几天都有团队。在家就业，隆
慧收入还不错，“每个月底薪加绩效， 平均下
来，有将近四千元。”笑意盈盈的双眼，是凤凰
涅槃最生动的写照。

会师：
苗畲携手，同心共筑中国梦

脱贫致富后， 如何创造可持续可复制的
经验，携手助人？

6月11日，一支由省、市、县、镇、村五级干部
组成的湖南考察队，奔赴福建宁德市赤溪村。

车子行驶在闽东山区，窗外青山绵延，像
极了湘西的地形地貌。“感觉在去十八洞村的
路上，很亲切。”来自花垣县的一位干部说道。
见面后发现，两村还有更多缘分：苗、畲两族
同源，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两个民族都
喜欢唱山歌，都有哭嫁婚俗。

血浓于水的情谊， 让双方迅速打开话匣
子，交流、碰撞富有成效。

发挥标杆作用，两村不谋而合：赤溪村打
算把扶贫展示馆建设成全省乃至全国性的扶
贫教育基地， 十八洞村计划成立乡村振兴干
部学院，和全国同仁交流经验。

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一条“优势互补、
携手共进”的脉络逐渐清晰。

6月18日，十八洞村村部礼堂，苗、畲两族
携手，踏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振兴乡村的新
征途。

双方缔结为“姊妹村”，建立信息互换、资
源共享、互助交流等机制，相互学习和借鉴对
方成功经验，共同推进两村经济贸易、项目投
资、人才技术、劳务协作、旅游文化开发合作。
而苗畲共进擦出的火花，将全面点燃党建、教
育、文明创建、乡村振兴及民族团结进步等多
领域的互助交流，共同创造更多发展空间。

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省民宗委党组
书记、 主任徐克勤表示：“这两个村缔结姊妹
村，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可以更好
地推动扶贫攻坚事业的发展， 更好地推动全
面小康的建设， 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共圆中国梦这一伟大事业。”

两只刚刚完成涅槃的“凤凰”，将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里振翅高飞。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新疆喀什地区红光村年过八旬的麦麦
提·伊莱克大爷家的墙上，挂着一张他与老乡
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合影。 那是他第一次走
出县城，来到了远在5000公里之外的北京。

“多亏了湘潭的陈作家， 帮我圆了北京
梦。”麦麦提·伊莱克眯着眼笑着，眼神里透着
质朴与坦诚。

近日， 记者见到了麦麦提·伊莱克口中
所说的“陈作家”———湘潭作家陈沸湃，听他
讲那些发生在他和新疆农民朋友们之间的
故事……

红光村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部边
缘，曾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世纪60年
代，一群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民
族的兄弟姐妹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 开荒
种地建造家园， 并将这个村子命名为“红光
村”，意为党的红色光芒照耀的地方。

2014年5月28日，村里来了两位湘潭的客
人：陈沸湃和他的妻子曾丽娟。他们背着简单
的行李， 说是要和这里的老乡同吃同住同劳
动， 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一部反映新疆各民
族大团结的作品。

经过两个多月挨家挨户地走访，他们被
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村民深深感染，被流
淌在这里的鱼水深情般的民族友谊深深感
动着。

“自1983年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把每年
5月定为民族团结月，这在每个村民心中的分
量很重。” 陈沸湃说，“麦麦提·伊莱克大爷在
过古尔邦节的时候都舍不得多买一斤羊肉，
但是每年的5月他都要宰一只羊， 做一锅抓
饭，款待各族邻居，30多年了从未间断。”

“大家彼此就像兄弟姐妹，几十年亲如
一家。”曾丽娟说，春节时，维吾尔族村民会
到汉族村民家挨家挨户拜年。 古尔邦节，汉
族村民会为维吾尔族村民准备礼物、表演节
目。遇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各族群众都齐聚
在村部广场联欢，一同唱起“木卡姆”、跳起
“麦西热甫”……

陈沸湃夫妇俩把这些感人故事原汁原味
地记录下来， 创作成了一部10万余字的长篇
报告文学《亲历，我的新疆之家》，这部作品以
小见大地反映了新疆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
上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后来，此书
作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
作品出版，广受热捧。

在与红光村村民的接触中， 陈沸湃夫妇
深感老乡们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当他们听到麦麦提·伊莱克总是说“这辈子最
大的遗憾，就是没去过北京”时，陈沸湃又坐
不住了：“如果能圆了老乡们的北京梦， 让他
们感受新时代的新发展， 这无疑能促进民族
团结，一定很有意义！”

说干就干。2015年6月下旬， 陈沸湃夫妇

毅然将卖书所得、 准备买房的10多万元书款
全部掏出，邀请红光村维、回、汉3个民族的10
名村民到了北京。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到过北京的！”村
民买热依木·塔依尔激动地说。每到一个景点
都要做笔记的乌拉音·色麦提则说，他要把笔
记带回去， 要把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大家庭的
温暖友爱一点点地告诉乡亲们。

在北京的4天，陈沸湃夫妇全程陪同当导
游。但是，这次行动也给他们夫妇留下了深深
的遗憾。2015年7月3日 , 曾丽娟的老父亲离
世，他们匆匆往老家赶，因为相差一个多小时
而未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

“一想到老乡们流露出来的那份渴望与
欣喜， 我们心中多了一些慰藉。” 曾丽娟说。
2016年，他们夫妇俩又到处奔波做销售，想方
设法筹集了10多万元资金， 再次邀请新疆喀
什地区两个县14位维、汉民族团结模范，到长
沙、韶山、深圳等地参观游览了10天。

此后， 他们继续留在新疆开展民族团结公
益活动：联系慈善家为贫困学生捐款，让58名贫
困学生得到了资助；自筹资金，将购买的108套
冬衣送到了108名生活困难的孩子手上……

“56个民族是一家，我们要像石榴籽那样
紧紧抱在一起，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
护民族团结。”陈沸湃说，希望通过自己的点
滴努力， 带动更多的华夏儿女为祖国的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苗畲携手 比翼齐飞
———扶贫“姊妹村”共谋致富奔小康

夏至杨梅已满林

爱国情 奋斗者

“我们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湘潭作家陈沸湃的新疆情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李治）今
天，长沙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的意见》和以《长沙市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V2.0》为
核心的6项涉及智能网联汽车公共道路测
试的管理规程。 长沙市副市长邱继兴一次
性为5家企业发放49张测试牌照， 并表示
将建设36条道路56个路段共计135公里城
市开放测试道路， 规划100公里高速公路
测试示范道路。

长沙在一年前出台的相关实施细则基
础上升级，构建以《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道
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V2.0》为核心
的“1+3+2”的规则体系。增加了载人测试
和高速公路测试两项测试场景的内容，由
此成为全国率先开展此类测试的城市之
一。同时，出台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
能测试规程公交车版、 乘用车版和物流重

卡版等规程， 以及测试道路设置技术要求
和设置指南。

在长沙， 湘江新区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区已引进中车时代、地平线、猎豹移动、速
腾等12家科研院所；与腾讯、京东、百度、大
陆、博世、碧桂园等10多家企业达成合作
协议；已有智慧车列、中车、一汽解放、阿里
巴巴、三一集团、酷哇中联等企业在测试区
开展测试业务1000余场，正助力湘江新区
加快打造全国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及产业化
高地———湘江智谷。

长沙市工信局局长康小平表示，今年出
台的政策支持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针对
性更强。如支持产业集聚，在全市打造若干
人工智能特色园区，实现差异化、互补性发
展，最高给予5000万元资金补助；鼓励建设
众创空间等孵化平台的建设，最高给予200
万元支持等，产业支持政策力度空前。

一次性发放49张测试牌照
长沙发布人工智能政策及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规则升级版

� � � � 6月14日，
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渠阳镇
江东渔滩村丹
红杨梅园，村民
正在采摘杨梅。

刘杰华 摄

湖湘自然笔记

6月21日，常宁市塔山瑶族乡
双河村， 施工人员进行通组公路
硬化的施工。 双河村是省级贫困
村。近年来，驻村扶贫工作队以精
准扶贫为抓手， 全面实施美丽乡
村建设，完善相关公共服务设施，
帮助该村完成3条共4.5公里的通
组公路硬化， 改善瑶乡群众出行
条件。

郭兴成 郭华 摄影报道

铺通瑶乡
水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