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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原平 周俊

4 月 9 日，《湖南日报》一版报道娄底市双
峰县荷叶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向卫煌的先
进事迹，在全省各地党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
察干部中产生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向向卫
煌同志学习，用脚步丈量民意，用真情倾听民
声，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践行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用生命诠释纪检监察干部的
忠诚和担当

“向卫煌扎根基层，敢于担当，心系群众，忠
实践行初心使命，是我们纪检监察干部的骄
傲。”娄底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毛
健刚说，“我们要以榜样为力量，不断打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向卫煌是平凡的，以平凡的点滴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卫煌是伟大的，
以英雄的姿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为人民
群众健康安全筑起一道坚固防线。”浏阳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秦跃平说，向
卫煌是纪检监察干部的优秀代表，从他身上，
看到了纪检监察干部讲政治、顾大局的担当
精神与为民情怀。

“‘有问题，找老向，靠得住。’当地群众这
句话，折射出向卫煌真诚醇厚的为民情怀、廉
洁奉公的高尚品格，他用生命守护群众、照亮
初心。”安乡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代
主任吉海波表示，全县纪检监察干部要以他为
榜样，砥砺前行，在基层、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

平凡的业绩。
“向卫煌在战斗一线既当监督员，又当执行

员，用生命诠释了纪检监察干部的忠诚和担
当。”衡阳市珠晖区纪委监委信息中心干部王建
军表示，将把榜样的力量融入干事创业和为民
服务中，用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忠诚于党，忠
诚于人民。

拥有“国藩故里、女杰之乡”之称的双峰
县，是向卫煌生前为之不懈奋斗、倾情奉献的
热土。向卫煌的感人事迹，让双峰县党员和基
层干部潸然泪下。双峰县纪委监委以及荷叶、
井字、杏子铺等乡镇党委组织开展向向卫煌
学习活动，党员干部纷纷发表感言感想。

“向书记是我的良师益友。”双峰县荷叶镇
干部、两头塘村党支部书记苏阳启哽咽着说，

“从1月27日开始，我们共同战斗了56天。他为
人低调，责任心强，工作务实，方法又多，就这样
匆匆走了，我们舍不得呀！”

“我们要学习他‘像青松一样扎根基层’的
赤子情怀，‘吃最简单的食物、干最累的活’的吃
苦精神，‘心怀大爱、铁面执纪’的忠诚与担当。”
江华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干部尹世禄表示，在
疫情防控一线，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在党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冲上去，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

用脚步丈量民意，用真情倾听民声

“向卫煌同志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
牺牲和奉献精神。”省纪委监委组织部副部长
黎瑞说。

“向卫煌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党员的忠诚、

干净和担当，展现了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坚定
的信念、为民的情怀和高尚的情操。”衡阳市
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肖湘东说，要以向卫煌
为榜样，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
出，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三湘大地坚决有
力贯彻执行。

“用脚步丈量民意，用真情倾听民声，用无
私赢得民心。”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纪工委
书记丁立说，要学习向卫煌宽容、耐心、倾听的
工作方法，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厚民。”湘潭县
纪委监委宣传部干部杨娆表示，“同为纪检监
察干部，我们不仅是铁面无私的执纪者，更是
有血有温度的贴心人，要始终护好我们身后的
群众。”

“他为我们立起了学习标杆，激励我们以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
不住’的责任感，履职尽责、不辱使命。”新宁
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副主任谭雄说。

“作为基层纪委书记，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
向卫煌为榜样，开展好扶贫领域纪检监察信访
举报问题线索‘百日攻坚清零’行动，护航全乡
脱贫攻坚。”辰溪县龙头庵乡纪委书记舒象林表
示。

“从事基层工作，要对照向卫煌事迹叩问
初心、换位思考，坚定理想和信念。”株洲市
石峰区田心街道纪工委书记唐铂辉表示，为
了人民的幸福，纪检监察干部应勇于担当、不
惧风雨、冲锋在前。

（参与记者：肖军 张福芳 唐曦 成俊峰 曾佰龙
刘燕娟 张佳伟 姜鸿丽）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
员 阳望春 黄开榜）4月 9日，湖南南山国家公
园边溪至南山牧场公路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施工
现场，50 余名工人干得热火朝天，对山顶滑坡
处进行植被修复，修建边坡排水设施，为古树名
木安装围栏、标牌、避雷针……该项目负责人喻
小兵介绍，目前项目已完成一期13万平方米边
坡生态修复，二期提质复绿建设正在实施。

2017年以来，湖南南山国家公园坚持生态
保护优先，采取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方
式，通过产业退出、生态修复项目建设、生态移
民搬迁、封禁管理等措施，大力加强自然生态系
统保护恢复。在关停退出采矿、风电等项目后，
完成矿权区域恢复 4 平方公里，退出风电项目

进场道路并完成边坡修复。投资 7800 万元，启
动实施高山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南山草甸
修 复 等 项 目 建 设 ，计 划 修 复 湿 地 水 域 系 统
16500亩、草山5万亩。投资3200余万元，实施
边溪至南山牧场公路沿线100米区域内生态修
复。对十万古田、金童山、十里平坦 3 处严格保
护区实行封禁管理。

目前，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生态修复取得明
显成效。已关闭退出矿权15座、小水电1座、风
电 1处、旅游开发项目 2个，完成生态移民搬迁
125户 522人，新增林地 1.1万余亩、草地 5000
余 亩 ，自 然 植 被 覆 盖 率 由 原 来 91% 提 高 至
92.7%，吸引中华沙秋鸭、鸳鸯等珍稀鸟类安家
落户。

湖南日报4月9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李远明）“大家听到青蛙、小鸟叫没有？鸟语花
香，多么美好的田园生活，要不要一起来玩啊？”
4月8日下午，前羽毛球世界冠军龚睿那在抖音
上，直播她一家 4 口在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景
区游览的情景，与全球“那迷”分享景区如画风
光。

龚睿那是益阳市安化县人，羽毛球国际级
运动健将，世界冠军获得者。黄龙洞则因其规模
之大、内容之多、景色之美，被誉为世界溶洞“全
能冠军”。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我
想通过自己的方式为经济复苏贡献一点力量。”

龚睿那说，她十分钟情张家界的绝版山水，曾多
次游览张家界。这次故地重游，主要是想让孩子
和母亲缓解一下前段的紧张情绪，同时也想通
过抖音直播，帮助受疫情影响的旅游业复苏。

龚睿那在黄龙洞景区的抖音直播从中午1
时开始，持续至下午 5 时结束。期间，龚睿那和
黄龙洞景区的网红导游“秀秀是个宝宝”进行了
连线互动。连线中，“秀秀是个宝宝”给“那迷”们
详细介绍了黄龙洞景区的景观特色，并演唱了
当地民歌。而龚睿那建议大家加强身体锻炼，平
常多参加体育运动，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
亲近大自然，享受美好生活。“那迷”们纷纷留
言，表示要跟着龚睿那的脚步到张家界游玩。

与全球“那迷”分享黄龙洞景区风光

世界冠军直播“溶洞冠军”

南山国家公园生态修复成效明显
自然植被覆盖率提高至92.7%

在平凡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向卫煌先进事迹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观察·要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旅游业一度

“休克”，而“没有喧嚣、无需远足、同样饱览美景”
的数字文旅产业悄然兴起——

“疫情危机下，推动了云旅游等新业态
发展，数字文旅产业正异军突起。”文化和
旅游部日前提出，下一步将从政策支持、业
态供给、引导消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4个
方面，加快发展数字文旅产业。

中国旅游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
调查实验室和阿里巴巴集团近日联合发布
2020 年一季度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指数排
名，湖南位列全国第7位。

数字文旅覆盖了直播、数字化旅游内容
传播、旅游娱乐、在线导览、旅游IP生产、线
下数字展览展馆服务等细分领域。业界认
为，数字文旅将成为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湖南在传媒、视频、动漫、游戏等产业方
面具有传统优势，数字文旅产业发展空间大。”
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胡丕志说，目
前，湖南数字文旅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呈
现出融合、升级的趋势。文旅行业要乘风而上，
推动文化旅游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抓住产业

转型升级突破口。
我省“春暖潇湘”文化旅游网络消费季

活动 3月拉开大幕，眼下如火如荼，直播旅
游专场首场4月3日在怀化揭幕，接下来将
在全省各市州开展。

“线上文旅显示出强大号召力，为文旅
业打开了一扇窗。”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董事
长钟飞表示，云旅游、短视频、直播传播能
力更强“种草”效率更高，是撬动品牌传播
和营销的有效杠杆。景区要探索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提升收入
与抗风险的能力。

“隔靴搔痒解决不了游客亲历亲见的
需求，云旅游只是旅游的补充。优质内容
驱动消费的时代，云旅游需保持差异化，
注重跨界融合创新。”省旅游学会首席专
家张建永表示，若仅把线下资源全盘照搬
线上，在没有产品或技术创新的情况下，
数字文旅或很快沦为渠道化产物，继而失
去价值。

图文游玩攻略、景区视频制作、目的地
地图绘制……4月8日，位于长沙麓谷的湖
南易趣在线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们正
加紧把全省各地景区、酒店、民宿、旅游
厕所、停车场等数据信息，“搬”到线上货
架——“游潇湘”云平台。

“游潇湘”是湖南精品旅游线路公共服
务云平台。湖南易趣在线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聚谷坦言，平台上线一年来流量很
小，但是疫情以来，许多景区的数字化意识大
为增强，渴望直播运作，增加数字化曝光，因
此公司“红利”显著，直播、数字内容采编业务
大增。

“疫情之下，我省线下旅游业‘休克’，但
是，一些互联网文化旅游企业业绩增长，动漫
游戏企业增长尤为明显。”省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书记禹新荣表示，疫情为文旅业态和产业链
的调整提升创造了窗口期，是湖南文旅企业拥
抱数字化的好时机。

“云旅游，游出了业态融合。”在李聚谷看
来，旅游与网络直播、动漫、文创“云”端交互发

展，激发了文旅业数字化潜能。他说，目前“游
潇湘”平台升级数字技术加快各类数据互联互
通。

“如何挑选主播、文物3D模型制作、虚
拟现实互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开
展直播的景区博物馆普遍反映，“云”游在
直播内容质量、消费的便捷度、技术手段等
方面都有待提升，需要全行业的努力。

湖南伊点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营动
漫制作、文创设计业务。“线下复工难，我们
主动拥抱线上。”该公司负责人鄢艳介绍，
团队通过“动漫+短视频”的形式升级直播
内容质量，目前，形象鲜明的“龙小伊”IP旅
游攻略在哔哩哔哩等平台播出，帮助铜官
古街、都正街、莽山等收获了大量粉丝。

针对网友们反映的“直播卡顿”等问
题，中惠旅智慧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正加强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让景区智慧起
来。据介绍，长沙石燕湖景区第一批3台5G
基站将于 5月落地，4K 高清直播升级为更
流畅、视野更宽的VR直播，将有技术支撑。

业态融合，激发文旅业数字化潜能22

数字文旅产业发展空间大，抓住转型升级突破口33

▲ ▲（上接1版）
双峰县纪委监委干部及荷叶镇向卫煌生前

同事，抑制不住泪水，泣不成声。当地干部群众
自发来到他家，为这位年仅 43 岁的好干部送
行。

“我参与的工作，终身负责”
“我是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的责任。”这是

向卫煌的一句口头禅。他扎根基层 24年，始终言
行一致，践行着自己的誓言。

向卫煌先后在双峰县杏子铺镇、井字镇工
作，今年 1月任荷叶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他在
工作历程中，总是与群众贴得最近。

2014 年，向卫煌担任井字镇政协工委副主
任，分管教育、卫生等工作。时值花桥学校扩
建，需向农户征地 4.5 亩，这个任务落到了向卫
煌肩上。

村里人多地少，村民担心自家的地征走了，
又分不到新地，不愿意征。向卫煌挨家挨户做工
作：“乡亲们，学校扩建是好事，以后各家小孩读
书也方便，我们不为自己着想，总得为子孙后代

着想。”同时，针对群众关心的土地问题，他提出
对村集体土地进行调整，并帮助完成通组公路硬
化，不让群众受损失。

随后 20 余天，向卫煌拿着卷尺，一寸一寸丈
量土地，以最公正的方式，完成土地调整；积极筹
措资金，对 500 余米毛坯路进行硬化，实现家家
户户门口通水泥路，还支持村里完成了10余亩水
塘清淤。

花桥学校扩建项目启动，昔日破旧小楼被漂
亮的新教学楼所取代，不仅面积扩大了一半，还
建起了标准化操场和跑道。乡村学校摇身一变，
成了镇里的“明星学校”。

扩建完成，村民仍有顾虑，担心领导“拍拍屁
股走人”，不管后续事宜。“大家放心，我参与的工
作，终身负责。一旦有问题，大家随时找我。”向卫
煌的话掷地有声。

坚持群众观点，从不推卸责任。凭着这份担
当，2015年以来，向卫煌多渠道、多方面争取教育
资金近2000万元，先后完成了井字镇同乐、万里
等8所学校的建设、改造，井字镇教育扶贫成了一
块金字招牌。

“我们当干部的，饱汉要知饿汉饥”
“对困难群众来讲，任何关系生活的问题都是

大事。我们当干部的，饱汉要知饿汉饥。”在脱贫攻
坚战中，向卫煌始终把群众所需所盼记在心头。

2017年，向卫煌任井字镇铜梁村联村工作组副
组长，负责“四类人员”精准复核工作。那段时间，向卫
煌每天走村入户，有时白天找不到村民，就利用晚上
时间走访，将全村农户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比对。

一些村民对复核不理解，担心村干部优亲厚
友。向卫煌便从村干部亲属“开刀”，最终清理出
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55户200余人。由于干部办
事公正、严谨，铜梁村没有发生因“四类人员”排
查而引发的信访问题。

2018年，向卫煌联系井字镇黄巢村脱贫攻坚
工作，与该村贫困户赵雨林结对帮扶。赵雨林受
过伤，干不了重活，向卫煌便常到他家，帮忙干粗
活，并为他的儿子介绍工作。

“向书记逢年过节，都要先到我家来，比回家
还勤快。”赵雨林家中，仍保留着向卫煌送来的礼
品包装盒。赵雨林说：“都说‘新官不理旧账’，今
年向书记去了荷叶镇，年前还托村主任给我捎来
400元钱。”

与向卫煌共事多年，听闻他去世的噩耗，井

字镇党委书记赵向阳潸然泪下：“他这个人坚持
原则，敢做敢为、实事求是。组织部门将他调到荷
叶镇任职，我们都很不舍。”

1 月 10 日，向卫煌担任荷叶镇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负责两头塘村联村工作。

受疫情影响，贫困村民毛乔坡无法外出打
工。3 月 9 日，向卫煌特意来到他家，了解他的就
业意向后，推荐他到双峰经开区兴昂鞋厂做保
安，月工资 3000多元。不曾想仅过 10多天，便传
来向卫煌去世的噩耗，毛乔坡伤心不已：“向书记
为人实在，肯帮忙，是个好干部。没想到，他的恩
情我还来不及还，他就牺牲在一线……”

“公是公、私是私，吃饭的钱必须交”
干净，是向卫煌扎根基层24年的一个特点。
在杏子铺镇，环顾向卫煌的房屋，水泥墙面

有些泛黄，里面见不到一件新家具、新电器，门窗
上的油漆片片脱落。而周边的农户，一栋栋时髦
的小别墅分外惹眼。

担任镇领导多年，又分管重要工作，不少“朋
友”上门求“帮忙”，向卫煌一律婉拒。因工作需
要，井字镇中心学校校长曾立军常与向卫煌一
起，外出联系对接工作。他说：“卫煌是我的良师
益友，他重感情，更讲原则。不管谁请他帮忙，一

律按程序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今年春节，向卫煌在两头塘村驻点，协助防

疫。村里安排他在村民葛建坤家吃饭。葛建坤要
他“莫付钱了”，向卫煌却回答：“公是公、私是私，
吃饭的钱必须交。”当即按标准把钱付了。

“这几年，他的衣服从不买当季的，都是等打
折后买最便宜的。一年也添置不了一两套。”同村
人、同事向海淇对向卫煌非常了解，“他很朴实，
工作很务实。”

“他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一心就是搞工作，
自己病了都不知道去治。”妻子朱金玉含着眼泪
说，“每天不是加班就是值班，工作忙起来常常一
两个月不回家。他总说自己是纪委书记，要带头。
我们理解他，但更心疼他。”

听说儿子因公牺牲，向卫煌的父亲晕厥了，
被送到医院抢救。醒来后，他偷偷把医药费结了。
他对家人说：“大家对我们很好，我们不能给组织
上添麻烦，否则就是给卫煌脸上抹黑。”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向卫煌
扎根基层 24年，与“贫穷”较劲最久，自己却因穿
着朴素、生活低调，被人调侃为“农民领导”。向卫
煌满不在乎，他最愿看到的是，干净宽敞的校舍、
脱贫群众的笑脸、欣欣向荣的产业……

对他而言，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只留清气满乾坤

4月 8日，侗族姑娘通过直播推介通道“三月
粑”和乡村游产品。 粟勇主 吴三东 摄影报道

“云旅游”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线上赏美景，直播看馆藏。疫情阴云，令旅游业遭遇
寒潮，也加速孕育“云旅游”新业态。云旅游与网络直播、
动漫、文创等深度融合、层层递进，掀起一股线上文旅热
潮，给人们带来酷炫新体验，释放数字文旅消费新需求。

疫情期间，旅游业如何开启线上新赛道？云旅游，游
出了什么？长远看，以云旅游为代表的数字文旅产业，如
何乘风而上？

“沅陵素称‘湘西门户’，美得让人
心痛。”4月 3日，在沅陵酉水河畔的龙
兴讲寺，“春暖潇湘 嗨游怀化”文旅消
费直播活动拉开序幕。

省旅游学会首席专家张建永、怀
化主持人陈波锦客串了一把“云旅游”
主播。张建永开讲沅陵文化，陈波锦随
后泛舟酉水，走进民宿，品尝晒兰肉、
碣滩茶，与直播间里的网友热情互动。
网友们在同程艺龙直播间，赏美景，下
订单。不到一个小时，碣滩茶售出 680
余份，直播价 99 元的怀化全域旅游卡
售出 200多张。

3 月 27 日晚，湘西州芙蓉镇·红石
林度假区不仅架起篝火，也搭起直播
间。景区现场，鼓声阵阵，摆手舞、土王
出巡、梯玛祭祀精彩上演。网友们透过
手机屏幕，夜游芙蓉镇，与土家阿哥阿
妹“云”端互动。

“镇馆之宝《杨贵妃》，一层薄纱，
两面风情。”3 月 27 日晚，湖南湘绣博
物馆副馆长方菁在拼多多直播间，现
场演示双面全异绣高难度技法，近2万
名网友足不出户“云”游博物馆。古香
古色的手工刺绣梳妆镜、小巧灵动的
刺绣吊坠书签、精致文艺的刺绣手账
本……数十种特色文创产品上线销

售，表现
不俗。

疫情之下，
我省一些景区、文
博场馆、旅游目的地
开启了线上赛道，从在线

“种草”到互动直播，“云”游
成为旅游业的全新尝试。

南岳景区在虎牙直播“祝融
峰上看日出”，崀山景区首次试水 5G
远程互动直播，中国桃花源景区开展

“云上游园会”，湖南省博物馆打造 VR
线上展厅，平江县石牛寨上演“云”赏
花……“云”游“吸粉”引流的同时，释
放数字文旅消费新需求。

“直播不仅可以讲解文物艺术品，
还能销售文创产品。”方菁说，一个直
播间涌入的人数，可能是博物馆一年
的客流量。同时，直播培养潜在用户，
线上观展促进线下销售，有望成为文
旅产业新的游览和销售模式。

“没有喧嚣，无须远足，同样饱览
美景”“主播讲解新颖有趣”……一些
网友表示，诗与远方“云”上见，刷新了
赏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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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远方诗与远方““云云””上见上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