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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1月17日，大型理论片《长江黄河如此奔
腾———解读共和国70年》在湖南卫视、湖南都
市、芒果TV等平台正式与观众见面。

据了解，这档节目由省委宣传部、湖南广
播电视台特别策划，湖南卫视、湖南都市、芒
果TV制作，是我省继《社会主义有点潮》《新
时代学习大会》之后推出的又一思想盛宴，红
色理论片三部曲澎湃奏响。

红色理论“奏响”
《长江黄河如此奔腾———解读共和国70

年》共分5集，每集30分钟。第1集的主题是“共
和国从哪里来”，讲述了新中国是谁建立起来
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第2集的主题是“共和
国为什么出发”， 讲述了新中国缔造者的初
心， 阐述了党的初心和共和国的初心的一致
性；第3集“共和国走过的路”（上），讲述了新
中国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 从一穷二白到富
起来的光辉历程； 第4集“共和国走过的路”
（下）， 讲述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变革；第5集的主题是“共和国往哪
儿去”， 讲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和前进方
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河之所以能冲开
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
归流的洪荒伟力。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
太多太多的牺牲， 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现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
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当的磅礴力量。”《长
江黄河如此奔腾》5集节目全景展示了共和国
如大江大河一般从源头到未来滚滚向前的雄
伟历程。

这档节目别具新意。 它紧紧围绕“新思
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度解读共和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节
目取名为“长江黄河如此奔腾”，其背后的寓
意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大势的
无比向往和坚定自信。当下，我们离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如此之近， 同时我们面对的困难
和挑战也很多，但是，青山毕竟遮不住东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与潮流发展的必
然。

表现形式“新潮”
像《社会主义有点潮》一样，《长江黄河如

此奔腾———解读共和国70年》特别强调“潮”
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嘉宾“潮”。据介绍，该节目邀请了王
磊、赵英男、房琪、薛来、张家惠、谭凯等嘉宾，
一起回顾共和国的辉煌历程。 他们都是在年
轻人中颇具影响力的青年才俊，比如王磊、赵
英男是热门综艺的嘉宾，房琪是拥有600万粉

丝的知名博主，薛来是海归创业的成功典范，
张家惠、谭凯是网红思政课老师。

二，语言“潮”。年轻的嘉宾更懂得如何与
年轻人对话， 他们打破了过去坐而论道式的
僵硬的话语体系，“潮言潮语”贯穿始终。比如
王磊说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直言波斯人曾
经为了拿到中国丝绸的独家代理不惜发动战
争；房琪说梁启超对未来中国的神预言，是不
是穿越到过去的； 赵英男说到新中国“站起
来”会不自觉地唱起成龙的歌曲……“潮”的
语言充分彰显了这档节目的年轻态。

三，表达方式“潮”。制作方表示，这不是
一档传统意义上的访谈节目， 它综合运用了
嘉宾访谈、舞台讲述、情景演绎等多种艺术表
现形式。譬如，讲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
会把鬼变成人”时，现场会演绎“白毛女罗昌
秀”藏身山洞17年的故事；讲到共产党人无私
奉献的精神，“富二代”彭湃不惜跟家人翻脸，
亲手撕毁自家地契， 把土地还给农民的故事
又会精彩登场……与此同时， 为增强视觉上
的冲击力，节目还运用了时空凝结、增强现实
等高科技手段。譬如，谈到开国大典前夜毛主
席祭奠英烈， 一座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便
在演播厅拔地而起； 谈到中国军事强起来的
时候， 会有一架逼真的运九侦察机飞临节目
现场的上空；畅想未来时，一列酷炫的飞行列
车就开到了观众的眼前……“潮”的表达也成
为这档节目的独特风格。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黄晗

11月上旬，道县，陈树湘生平事迹陈列
室，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自今年6月建成开放以来，陈列室已接
待各界人士10余万人次，成为弘扬爱国主
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这背后，凝聚了胡
革平的辛勤付出。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 只有扎扎实实
的工作。 在省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处长岗
位上，胡革平扛起弘扬爱国主义、传承红色
基因的使命担当，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以挑担子精神建设好爱教基地
“革命年代，无数潇湘儿女为了民族复

兴和人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胡革
平说：“大力弘扬先辈们的革命精神， 是宣
教工作者的使命。没有挑担子、钉钉子的精
神，做不好这项工作。”

自2017年4月担任宣教处处长以来，
他先后牵头参与了秋收起义纪念馆、 平江
起义纪念馆等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新
建、提质和陈列布展。大到出思路、出方案，
小到每一段史料、每一件展品、每一篇讲解
词，他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做实做细每
项工作。

筹建陈树湘生平事迹陈列室时，针对以
前资料中关于陈树湘1914年随父从长沙县
迁到长沙市区是因“家乡大旱”的说法，胡革
平凭着对湖南“先涝后旱”省情的了解，大胆
质疑。

他带人一头“埋”在故纸堆里，查阅史
料，终于在当年发行的报纸中，找到了“4
月，长沙大水”“春秧俱萎，米价陡涨，灾民
无以为食”等相关记载。此后他又与党史专
家反复研究，最终得出结论：陈树湘当年迁
到长沙市区的真实原因，是家乡遭遇水灾。

筹建汝城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
题陈列馆时， 围绕一张图片是否展出的问
题，大家争论到深夜。胡革平见此状况，毅
然拍板：“这张图片与陈列的主题不符，撤
掉，有问题我担责！”而在展陈中作出类似
决策，对胡革平来说，是“常态”。

陈列馆建成后，因陈列主题鲜明、史实
准确，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在挖掘和宣传当代典型中
主动作为

今年1月，46岁的余元君为治水殚精
竭虑，光荣殉职。

胡革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典型的时代
意义， 以强烈的责任感积极投入到余元君
先进事迹的挖掘中。 他深入余元君家中以

及生前工作过的单位、水利建设工地，访谈
余元君的亲朋好友、同事，查阅他的档案资
料、工作笔记，详细了解他生前的工作、生
活等情况，并逐字逐句审核、修改上报的事
迹材料。

正是深入扎实的挖掘、核实，使一位可
信、可敬、可学的“时代楷模”形象，充分展
现在人们面前。

“当代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是红色精
神在新时代的发扬和传承。 对他们事迹的
挖掘和宣传， 同样要有一种勇于担当的使
命感。”胡革平坦言。

今年7月，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先进典型报告会在长沙举行。为了报
告会的成功举行，从发言稿的修改，报告人
的语气、动作，到会场的布置，胡革平事必躬
亲，一一把关，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报告团成员之一、基层法官许艳红，身
患癌症却仍坚守岗位。 为使她的发言充分
展现其精神亮点， 胡革平找来了关于许艳
红的报道，通过微信、面谈等多种方法与她
交流，准确掌握她的先进事迹和所思所想。
在此基础上，又加班加点，对她的发言稿反
复修改、打磨。最终，许艳红质朴而闪光的
故事，感动全场。

开拓创新讲好红色故事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了， 先进典型树

起来了，但胡革平并没就此满足。围绕如何
讲好红色故事，他又进行了积极探索。

2017年，他尝试着策划了一次“金牌
讲解员大赛”活动，从全省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的讲解员中，选拔出10名“金牌讲解
员”和近30名优秀讲解员，为讲好红色故
事打下了人才基础。

此后，针对讲解员都来自各个纪念馆、
日常讲解范围有限的情况， 他组织全处同
事开启“头脑风暴”，提出以开展巡回演讲，
举办“潇湘红色故事汇”形式，宣讲红色故
事，并通过电视、网络等载体进行线上线下
传播。同时，从全省“海选”了30多个红色
故事，细致打磨，其中既有湘籍革命先辈的
革命故事，也有当代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

如今，“潇湘红色故事汇” 主题宣讲活
动， 在全省举办了200多场， 受到广泛好
评；由省市两级纪念馆讲解员组成的“潇湘
红色故事宣讲团”，进机关、进企业、进校
园、进社区、进农村，已成常态；而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红色故事，更是广泛传播，给听众
带来一次次心灵的震撼与精神的洗礼。

“开拓创新，把红色故事传播好，既是
胡革平同志的使命感所然， 也是他敢于担
当、勇于作为的体现。”省委宣传部宣教处
副处长谢青如是评价。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刘勇 ）
2019湘赣边区农业休闲精品旅游线路推
介会16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两省共推
7条精品线路，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湘赣边区域主要是指两省交界地区的
24个县市区：湖南省浏阳市、醴陵市、茶陵
县、炎陵县、攸县、平江县、汝城县、桂东县、
宜章县、安仁县10县（市）；江西省井冈山
市、永新县、遂川县、莲花县、上栗县、湘东
区、安源区、芦溪县、铜鼓县、万载县、袁州
区、修水县、上犹县、崇义县14个县（市、
区）。 为加快湘赣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湘
赣两省省委、 省政府按照十九大报告的部
署，决定从2019年开始建设湘赣边区域合
作示范区。

湘赣边24个县市区，经过深入调研和

沟通，充分挖掘各地红色、绿色资源，推出
“平江-修水神秘探幽线路，浏阳-铜鼓、万
载、上栗绿色休闲红色传承线路，醴陵-萍
乡（湘东-安源）、芦溪、袁州田园观光科普
认知线路，攸县、安仁、茶陵-莲花、永新民
俗风情体验线路， 炎陵-井冈山农耕文化
红色传承线路，桂东-遂川森林康养、红色
教育线路，宜章、汝城-崇义、上犹特色康
养放飞身心线路”等7条农业休闲精品旅游
线路。

据悉， 湘赣两省农业农村部门将立足
湘赣边区域合作的历史渊源、区位条件，充
分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 丰富的农业资源
和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合力解决区域内
农业休闲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共性问题，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文化视点

曹娴

最新发布的2019湖南100强企业，资产
总额、营业总收入、盈利能力均有提升，表
现可圈可点 。 但透过榜单可以发现湘企
“100强”存在的一些短板。

2019湖南 100强企业中 ，92家企业盈
利，利润总额在增加，但也有8家企业亏损，
且亏损总额比上年度增加。上年度还很“风
光”的一批上榜企业，有的大退步，有的已
黯然退出。虽说经济下行的冲击不可避免，
但也说明， 这些企业在产品成本、 产业结
构、经营管理等方面表现不佳，企业获取利
润的能力亟待提升。

“100强”企业拥有的专利总数不少，但
其中的发明专利数量和占比仍低于沿海省
份甚至一些中部省份。笔者了解到，一些企
业研发费用较高，但专利数量并不多，研发
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这其中就可能存在
转化过程有阻力、 创新转化能力还有待提
高等问题。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对于有

条件的企业来说，应把眼光放长远，配备足
够的人员、资金，努力形成集研究、开发、设
计、制造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走出一条
既能发展又能赚钱的自主创新之路。比如，
2018年，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在市场不
确定因素增多、行业大洗牌的环境下，依然
投入上10亿元进行科研开发， 外争细分市
场，内推智能制造，逆势而上，收入和利润
双增长，在湘企“100强”的排行榜中一下跃
升13个名次。

2019湖南100强的榜单中， 还有5个市
州没有企业入围， 说明我省区域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仍然突出； 新兴产业领域的上榜
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占比均小于10%，与
传统制造业、 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相比差距
较大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何补齐短板？对于企业来说，要结合
内外部环境，分析优劣势，重新审视自己的
增长模式、盈利模式和行业地位，在转型升
级中培育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 对于政府
来说，就是更好地服务企业，为企业创新发
展、做大做强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谈经论市 湘企“100强”短板在哪

扛起传承红色基因的
使命担当

———记省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处长胡革平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立冬已过，小雪将至。为了迎接必然到来
的寒冷，候鸟南飞、松鼠囤食、乌龟冬眠……“贪
心”的人类则想得更远一些，除了贴秋膘、备
冬衣，还得提前筹备明年初春的赏花乐事。

于是，掐指一算，噢，又到了种植水仙、郁
金香等球根花卉的好时候。

11月17日，步行在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
月季依然不知疲倦地开着， 盛情绽放的菊花
成为当季主角。但在花店门口的最显眼处，一
箱箱球根已经摆放出来了，它们形如大蒜，裹
着泥土，毫不起眼，却十分受花友们的青睐。

“水仙买一个吗？年底就开花了。”花铺里
的老板娘热情招呼。

“品质很好的，你看看。”来了顾客，老板
娘边说边示范，弹一弹泥土，剥开外壳，半个
拳头大小的水仙花球茎， 便圆润白胖地滚落
到面前。

一些花艺达人会将水仙花的球茎雕刻成不
同的模样，像一件艺术品。但是植物新手不要被

吓到，只需取几颗剥好的水仙花球茎，养在浅盆
里，用鹅卵石加以固定，倒入一些清水，摆放在室
内，它自会慢慢长出根系，萌发新芽，撑破球茎顶
部，长出葱绿的叶子，最终开出花来。

老板娘介绍，花铺里常卖的是中国水仙，
在我国已有千年的栽培历史，容易养护，冬春
开花之际， 会展露出纯白色的花瓣和金黄色
的花蕊，并伴随着浓郁迷人的花香。

对不甘心放弃种植尝试的“植物杀手”来
说，还有比听到“容易养护”四个字更令人跃
跃欲试的吗？

那么，郁金香、风信子、酢浆草……这些
需要在寒冷的天气到来之前完成种植的球
根，便一样来一个吧。花铺老板告诉记者，球
根花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只需要按时浇水，
加上一点耐心，基本上能等到花开。

郁金香也卖得不错。花铺老板介绍，他们
今年有红色、黄色、紫色和粉色的郁金香，可
是，谁知道呢？目前它们看上去都像一颗颗傻
头傻脑的板栗， 谁也不知道最终会开出什么
颜色的花来。顾客也就这样茫然地买着，在土

里种下一些未知的惊喜。
风信子的种球要大一些， 它们大概率会

被放置在大瓶口窄腰身的盛水透明容器里，
都市白领们喜欢买来放在办公桌上， 在冬日
里，看它从一颗洋葱状的东西，从底部长出白
而细长的根，顶部慢慢伸出一点点叶子，开出
一簇簇的蓝紫红粉的花。

在“懒人植物”排名上，朱顶红也时常榜
上有名。埋下一颗朱顶红的单球，就像在花盆
里埋下了一个包袱，等到春天抖开，便能够收
获一盆红红火火的朱顶红， 把家里的气氛衬
得喜气洋洋。

酢浆草的种球，休眠时其貌不扬，看起来
干巴巴的，让人觉得根本不可能成活。可只要
人们给它一些土壤、水分和阳光，它就像一颗
颗吸饱了养分的能量小球， 迫不及待地破
“球”而出，长成摇曳生姿的样子。

憋上一个冬天， 在不经意间展示出生之
喜悦，这或许就是此时种植球根花卉的魅力。

冬种春收， 人们已经提前存下了一份对
春天的期待。

湖湘自然笔记 冬种球根，春待花开

用热血
向青春告白

11月17日， 大学生在参
加无偿献血。 当天是世界大
学生日， 南华大学衡阳医学
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百余
名2019级学生献出了自己的
青春热血， 度过自己人生中
的首个大学生日。

周忠策 曹正平 摄影报道

红潮激荡，新风扑面

《长江黄河如此奔腾》
端出思想盛宴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彭雅惠）湖
南电力供需形势十分严峻。 记者在15日举行
的省电力行业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获悉，
我省电力缺口逐年增大， 湖南电网供电能力
已接近极限。

近年来，我省电力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截
至2018年底， 省内电源装机总容量为4521万
千瓦，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实现电网投资
翻番， 新增110千伏及以上线路8189千米、变
电容量3579万千伏安，投运祁韶特高压，形成
了以特高压为支撑、500千伏网络为骨干的电
网网架，供电能力和电网调峰能力有所增强。

“由于近年来湖南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带
动全省用电量持续快速增长。”国网湖南电力
董事长、 省电力行业协会理事会理事长孟庆

强介绍，2018年全省累计缺电约300小时，9个
市州实施了短时有序用电；今年前三季度，全
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 夏季湖南电网
最高负荷达到3017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而未
来几年， 我省确定投产的大型火力发电项目
只有装机容量200万千瓦的神华永州电厂，远
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 湖南面临较
严重缺电局面。

针对严峻形势，省电力行业协会表示，全
省电力企事业单位将共同探索解决之策，重
点推进“源网荷储”协调发展。“首先要保障重

大电源项目落地。”国网湖南电力新闻发言人
陈浩介绍，目前，国网湖南电力正在加紧实施
“电力先行”九大行动，确保全省供电安全。这
九大行动是： 投资超千亿元推进湖南电网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引进外来电解决我省电
力缺口；全面加强电网运行维护；补齐全省县
域电网短板；提升贫困地区用电质量；深化电
力改革降低用能成本； 提升服务降低办电成
本； 推动能源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大清洁能源
发电；探索建立全省能源大数据平台；加强与
社会资本合作发展关联产业。

我省电力缺口逐年增大
实施九大行动，确保供电安全

充分挖掘红色、绿色资源
湘赣边区共推7条农业休闲精品旅游线路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龙文泱）到
文和友吃一次饭，喝一杯茶颜悦色的奶茶，成
为如今不少游客到长沙旅游的一大动因。美
食、文化、旅游如何相融相生，释放出巨大的
魅力？11月16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日
报社主办的“新文旅·新融合系列名家沙
龙———行走，在美食美景之间”在长沙美食地
标“超级文和友”举行，文旅大咖展开了精彩
的讨论。

锦绣潇湘与美食密不可分，在《楚辞》中
就已有关于湘菜的记载。近年来，湖湘美食与

文化更是碰撞出了超强火花， 涌现出许多现
象级的餐饮企业，引领全国的美食文化。

“一座城市真正的魅力不是来源于高楼大
厦、购物中心，而是当地市井生活中的人文之
美。”文和友集团CEO冯彬说，该集团用多年时
间收集了数十万件长沙老物件，现在的超级文
和友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 还原了20世纪80
年代老长沙的场景。在这里，人们不仅仅是在

吃饭，而且能感受时光的流转。今年国庆假期，
超级文和友创下了放号超过2万的纪录。

茶颜悦色则用一杯“中国风”奶茶，将“90
后”与中国茶文化相连。茶颜悦色创始人吕良
说，在这个消费升级的时代，“90后”“95后”已
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 他们把国家品牌
看得重，有消费自信、文化自信。他们对奶茶
的爱，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爱。

大咖“揭秘”美食与文旅相融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