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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龙文泱

湖南是一片红色热土，有取之不
尽的题材宝库，也蕴含着深刻的革命
精神与民族情怀。

近年来，我省在红色文化资源的
发掘和红色文化题材的开拓上取得不
俗的成绩，多部红色主旋律影视剧、舞
台剧获得好口碑，捧回多项国家级大
奖。

保持湖南电影“红”的底色

近年来，我省在党和国家的重要
时间节点创作了一系列主流影片。譬
如纪念建党 90 周年，拍摄了《湘江北
去》；辛亥革命 100 周年，联合出品了

《辛亥革命》；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创
作了《毛泽东与齐白石》；迎接党的十
九大，投拍了《十八洞村》。

据不完全统计，从《永不消逝的电
波》（1958年播映）至今，我省先后推出
展现革命历史人物和英烈事迹的电影
30余部。近几年，以革命战争年代具有
重要影响的事件为题材拍摄的电影不
断涌现，《穿越硝烟的歌声》《勃沙特的
长征》《难忘的岁月》《受降前夕》《领袖
1935》《香港大营救》等影片传递出湖
南电影人的红色情怀。

潇湘电影集团是出品湖南红色题
材电影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全国八大
国有电影集团之一。60多年来，一代代
潇影人初心不改，怀抱着对电影事业
的信念与热爱，充分发扬湖湘儿女忠
诚、坚韧、执着的精气神，拍摄了《毛泽东
和他的儿子》《刘少奇的四十四天》《故
园秋色》《国歌》等一系列红色题材电
影，“红色潇影”品牌深入人心。

2019年，潇湘电影集团出品的《半
条棉被》完成了后期制作。作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点影
片，《半条棉被》深刻呈现了党和人民
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的革命
情怀。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湖南
广播影视集团副总经理、潇湘电影集
团总经理谷良透露，在《半条棉被》剧
本创作的过程中，先后召开十几次项

目调度会和剧本改稿会，对剧本的创
作主题、故事结构、人物形象、情节发
展等进行多次研讨。在资金、资源上，
湖南广电对本片给予了大力支持。目
前，潇影正全力推进影片的宣发工作，
计划近期与观众见面。

谷良说：“当前，中国电影市场正
处于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但电影‘内容
为王’的核心特质并没有变，潇影将坚
守电影主业阵地，牢记潇影‘红’的底
色，在内容生产上下足功夫，有计划、
有步骤地规划重点电影作品，继续做
好剧本研发、项目筹备，为讲好新时代
的中国故事不懈努力。”

此外，湖南公益电影传媒中心近
年也推出《老表轶事》《李贞还乡》《欧
阳海》等多部红色题材电影，该中心主
任龙献策透露，正在筹拍湘东红色革
命电影《绝不低头》。2019年，湖南省校
园文联也完成红色少儿电影《红领巾
飘飘》的拍摄，计划今年上映。据了解，
该机构于2016年开始创作、拍摄以爱
国主义为主题的少年儿童故事影片。

打造中国“红色主旋律影视”
标杆

《恰同学少年》《毛泽东》《长沙保
卫战》《秋收起义》《彭德怀元帅》《共产
党人刘少奇》《红色湘西》……凭借丰
富的红色资源，我省推出了一系列影
响深远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红色主
旋律作品，多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等。

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
起，我省先后推出红色题材电视剧

（片）60余部。近5年来，湖南广播电视
台、湖南和光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芒果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湖南芒果娱乐有
限公司、湖南天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
司、电广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湖南
电视制作节目中心、湖南文源有限公
司等电视剧制作机构，秉持“精英拍
摄、精品追求”的制作理念，精心创作
了《共产党人刘少奇》《那座城这家人》

《青春集结号》《秋收起义》《战狼·战
狼》《最好的时代》《特战英雄榜》等高

品质的电视剧。
作为出品湖南红色题材电视剧的

主力军，湖南和光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推出的《雍正王朝》《走向共和》《恰同
学少年》《毛泽东》《长沙保卫战》等作
品，无不是以大历史大时代观纵览古
今，以大人文大情怀承载民族兴衰。公
司总经理邹鹏透露，围绕2020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和光传媒
加大了电视剧的内容创意体量，目前
公司策划部正在创作的项目有《丹心》

《至暗时刻的生命告白》《天下归心》
《南京1946》《不一样的烟火》等。

值得一提的是，由先导产投、中盈
投资联合湖南和光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发起设立，规模2.5亿元的湖南和光先
导影视文化产业基金将重点投向我省
红色影视作品、红色影视文化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我省重点文旅项目等领
域。目前，该基金已投资了《共产党人
刘少奇》和《伟大的转折》两部电视剧。

省广播电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主旋律题材电视剧常年保持有立
项、制作、播出的良好态势。目前全省
已立项并积极推进的项目主要有反映

“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扶贫工作的
《湘西纪事》、反映建党百年的《百炼成
钢》，还有《恰同学少年 2》《红色银行》

《荣毅仁》《齐白石》《红二十五军长征》
等项目。据了解，我省主旋律题材还有
一部代表作《重工长歌》，初拟今年年
底开拍。这部作品以世界工程机械博
览会为背景，旨在展现湖南在工程机
械领域的风采。在今年的抗击新冠病
毒战役中，湖南的工程机械知名企业
参建武汉方舱医院的情节也会在剧中
呈现。

戏剧舞台总有一抹鲜艳的红色

花鼓戏《瓜子红》已首演，正在二
次打磨；湘剧《陈树湘》、京剧《向警予》
剧本正在创作；民族歌剧《半床红军
被》、湘剧《国歌时候》剧本初定……今
年，我省有14 部红色题材新创大型重
点剧目正在紧锣密鼓创作中。

在戏剧舞台上，总有一抹鲜艳的

红色，诉说前辈们的热血故事，传递大
无畏的精神，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
湖南人奋勇向前。据不完全统计，20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省以革命历史
人物和英烈为主题，先后创作了大型
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舞剧

《马桑树下》、湘剧《田老大》等超过 70
部舞台艺术作品。

“近年来，我省从政策、资金、人才
等方面，不断加大对优秀红色舞台艺
术作品创作的支持力度。”湖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副厅长鄢福初介绍，该厅出
台 了《湖 南 省 艺 术 创 作 三 年 规 划

（2019-2021）》，启动了“湖南省大型
舞台剧目精品创作扶持工程”，推动以
爱国主义为主题的革命历史题材等五
大重点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

在此支持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红
色舞台艺术作品。民族歌剧《英·雄》讲
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和丈夫何孟雄艰苦奋斗、坚强不屈、勇
于牺牲的故事，获得“第十六届文华大
奖提名剧目奖”。自2018年1月首演以
来，演出近60场，场场爆满。该剧出品
人、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主任肖鸿斌说，

《英·雄》被列为省重点文化扶持项目后，
国家、省、市主管部门先后7次组织剧本
研讨，给予扶持资金近800万元。

怀化市鹤城区阳戏保护传承中心
创排的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上河阳戏

《侗山红》，以红军通道转兵这一历史
事件为背景，讲述了芋头侗寨村民收
留救治两名受伤红军的动人故事，获
得第六届湖南艺术节田汉大奖。长沙
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花鼓戏

《耀邦回乡》，通过几件小事颂扬了胡
耀邦同志坚持原则、不搞特权、关心群
众疾苦的崇高品德，被观众誉为“一堂
生动的党课”。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
厅党组书记禹新荣表示，接下来，我省
要继续抓精品剧目创作扶持工程，围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100周年等重
大时间节点以及反映党史国史军史上
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扶持创作一批
红色大型舞台剧目，创作一批接地气、
有温度、有影响的精品小戏、小品。

朱永华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
当从哪里开始。”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
经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硝烟远未散
尽，尤其国外疫情仍然肆虐，我国外防输
入的压力愈发凸显。

经此一疫，可以思考和总结的当然
不少。4月13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在主
持召开医疗救护工作者座谈会时强调：

“加强平时专业培训和后备力量储备，不
断提升应急组织、救治和物资保障能力，
确保战时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这一
番话发人深省。

公共卫生领域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伤
害和震荡，在此之前，恐怕很少有人意料
得到。即便是17年前的那场SARS疫情，
也没有如此深地触动人们的痛点。这次
新冠病毒在杀伤力和传染范围等诸方面
都远超SARS。惨烈的事实和专业的科
学分析告诉我们，正视公共卫生，预防和
应对重大突发疫情应当作为确保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的必修课，“与时俱进”的各
类新型病毒和疫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公
敌。我们必须厉兵秣马，“时刻准备着”。

抗击疫情，需要各方面的条件和装
备，包括医疗设施、防治技术、防疫物资

等，而最重要的是人，首要的是一批业务
精湛、具有责任心和牺牲精神的“白衣战
士”和善于组织管控处置的专业人才。
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上，我们的后
备力量显然还是一块短板，在某些地区
甚至是一片空白。在医学院校，公共卫
生专业总体上有点“冷”。因此，痛定思
痛之后，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其应
有的位置上来，真正实现“在战争中学习
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前一阶段我省抗击疫情中探索形成
了许多好做法好机制，如联防联控机制、
医疗救护机制、物资保障机制、大数据支
撑机制等，这些经验和做法都是一仗一
仗打出来的，值得认真总结并不断坚持
和完善。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专家就提
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如“扩大专业队
伍，把医学院在校学生纳入培训范围，通
过普及专业常识让防疫工作变被动为主
动”“面对大事件，医学院学生应该像战
士一样冲到一线去，而不是待在家里。
医院与高校要加强统筹协调工作”等。

有一种说法并非危言耸听——人类
将长期与疫情共舞。公共卫生领域未来
的“麻烦制造者”或许是冠状病毒，或许是
横空出世的新型杀手。为确保人民生命
健康安全，有备无患，“留一手”很有必要。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张璇
徐亚平）4 月 13 日 9 时 30 分，一艘满载
156吨东北玉米的集装箱货船抵达湖南
城陵矶国际集装箱港。随后，通过车辆
运至岳阳北站，再经集装箱班列发往怀
化西站。这是湖南城陵矶港启动的第一
批集装箱水铁多式联运，标志着我省首
个铁路无轨站——城陵矶国际港铁路集
装箱无轨站建成启用。

“从今天起，我们实现了铁路箱可以
走海运、海运箱可以走铁路的无缝对
接。意味着岳阳港口腹地延伸至云、贵、
川等地，为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发
挥重要作用。”岳阳城陵矶新港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石球说，目前，新港公司已与中
远海、湖南远洋、湖南华航、华光源海等
16家航运公司达成合作。今后，随着新
港水铁联运物流园建成投产，集装箱水
铁联运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货运中心岳阳北物流车间主任宋蛟介
绍，此次由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委会、湖
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广铁集团长沙
货运中心三方共同建设的湖南首个铁路
无轨站，专用堆场面积达3200平方米，
实现了岳阳北站与城陵矶国际集装箱港
之间零距离、零费用，打通了水铁联运

“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
学校正陆续复课复学。开学后，校园需
注意哪些食品安全问题？湖南省市场监
管局 14 日发布消费提示，并将强化监
管力度，全力保障复学校园食品安全。

学校：落实责任，消除校园食品
安全隐患

省市场监管局提示要求，在疫情防控期
间，学校要落实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强化
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校外供餐单位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消除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

保持食堂清洁卫生。严格按照规定对
食堂的设备设施、工具用具以及餐盘、筷
勺等清洗和消毒，对售饭台、餐桌椅、水龙
头、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表面，要定期消
毒。保持学校食堂内空气流通，经常开窗
通风。认真排查食堂工作人员健康状况。

注意餐食原料和用水安全。学校餐
饮食品及原料、用水应当遵循安全的原
则，通过看外表、闻气味、触摸食物质感
等方式挑选新鲜卫生的食材。不要采购
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
等高食品安全风险食材。

严格餐食加工制作过程。食品加工
制作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要求。食物要完全煮熟煮透，特别是
对肉、禽、蛋和水产品类等微生物污染风
险较高的食物。熟制食品加工时，食品中
心温度应达到70℃，食用在室温下放置
一段时间的熟制食品前，应确认食物未
腐败变质，并彻底加热。

优化师生用餐方式。供餐可采取错
时错峰、送餐到班、分散用餐等方式，延
长堂食供餐时间，避免人群聚集用餐。就
餐时，提倡使用公筷公勺，鼓励提供套
餐，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售卖的预包装食品要符合相关要
求。销售的预包装食品要通过正规渠道

选购，不购买和销售“三无”食品。

学生：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培养
健康的行为习惯

省市场监管局提示要求，疫情防控
期间，学生须佩戴口罩，尽量少聚集，在
一起时要保持一定距离，做好个人安全
卫生防护。

合理饮食，均衡营养。每日膳食多
样，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常
吃奶类、豆类或其制品，适量吃鱼、禽、
蛋、瘦肉。饮用足量白开水。饮食有度，不
暴饮暴食。三餐规律，少吃夜宵和零食，
不要食用“高盐、高糖、高油”等不利于健
康的食物。

适当锻炼，增强体质。减少持续久坐
时间，课间外出活动，舒缓紧张。多进行
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按时作息，不熬夜，
保证充足睡眠，增强免疫力。

培养习惯，注意防护。保持个人卫
生，饭前饭后勤洗手，减少在公共场所与
公用物品和部位的接触，口罩要在取餐
后用餐前摘下放在干净的地方，用餐后
立即戴好。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
肘衣服等遮住口鼻，避免用手触摸眼睛、
鼻或嘴。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国网湖南电力发布消息，决定在东
洞庭湖建设我省首套离岸浮动式锚地岸
电系统，解决该水域接驳船只带来的环
境污染问题。

洞庭湖是我省对外开放、融入长江
经济带、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东
洞庭湖扁山至长江口 12.4 公里作业水
域，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水上物资过驳基
地，每年接驳船只23000艘，全部使用柴
油燃烧发电，对大气和水环境均造成严
重污染。

为推动洞庭湖水运绿色发展，国网
湖南电力决定在这一水域启动离岸浮动
式锚地岸电系统建设，拟建设87个岸电
充电桩，装机容量5360 千伏安，预计年
供电量将达到904 万千瓦时。建成后，
东洞庭湖扁山至长江口航道所有浮吊过
驳作业及锚地停泊船舶将全部不再使用
柴油机发电，实现用能清洁化。

据测算，东洞庭湖离岸浮动式锚地
岸电系统提供电能替代后，每年可以减
排二氧化碳8995吨、二氧化硫247.2吨、
氮氧化物117.5吨。

应对疫情：为未来“留一手”
三湘时评

湖南首个铁路无轨站落户岳阳
城陵矶港开启水铁联运新模式

我省将建设首套
离岸浮动式锚地岸电系统

可大量减少洞庭湖接驳船舶造成的环境污染

深挖历史宝藏 矢志淬炼精品
——湖南红色主旋律影视剧、舞台剧创作成果综述

省市场监管局强化监管力度

全力保障复学校园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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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日 报
4 月 14 日 讯
（记 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柳青青）
随着学校错峰开
学，餐饮行业消
费恢复，粮油、猪
肉、鸡蛋、蔬菜等
生活必需品的需
求也逐步增大。
生活必需品供应
是否充足、价格
走势如何？记者
走访发现，各大
商超里，米面粮
油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农贸市
场内，猪肉回归

“20 元时代”，蔬
菜大量上市。省
商务厅监测数据
显示，全省生活
必 需 品 供 应 充
足，市场价格平
稳运行。

五花肉每市
斤 25 元、筒子骨
每市斤25元、排骨
每市斤28元……
在长沙市开福区
沙 湖 桥 农 贸 市
场，肉类供应充
足，价格重回“20
元时代”。售卖
猪肉的摊主称，
前段时间每市斤
的 价 格 是 30 多

元 ，现 在 基 本 都 是 每 市 斤
25－28 元。在农贸市场蔬菜
区，各类蔬菜品种丰富、琳琅
满目。

省商务厅市场监测数据显
示，2020 年第 15 周（4 月 8 日
至 14 日），全省生活必需品市
场价格平稳运行。其中，粮食
价格平稳，蔬菜均价略有上涨，
食用油、禽类、蛋类、水产品、水
果等零售价格均较上周下降。

省商务厅分析认为，全省
粮油供应充足，后期粮油价格
以稳定为主，不会出现较大波
动。由于本地蔬菜进入青黄不
接的季节，产量减少，外运蔬菜
供应加大，采购成本增加，蔬菜
整体均价略有上涨。与此同
时，鸡蛋供应充足，新鱼不断上
市，蛋类、水产品零售价格持续
下降。不过，随着学校错峰开
学，餐饮行业消费恢复，预计蔬
菜、鸡蛋、水产品零售价格未来
稳中有升。市场水果品种丰
富，供应较充足，预计全省水果
零售价格将稳中有降。

长益高速扩容工程有序推进
4月14日，长益高速扩容工程宁乡市王家湾大桥段，工人在进行沥青摊铺施工。目前，该工程项目部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施工，

路面工程已完成68%，交安、房建、机电等后续工程正有序推进，全线有望于8月底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黄金美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简称

“国网湖南电力”）长沙高铁南充电站开
工建设，年内10台120KW 直流快充桩
将投入使用，每天可为 40 台公交车、
200 台乘用车提供充电服务。该充电站
开工标志着国网湖南电力正式启动在湘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年内实现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施全省“全覆盖”，为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作为新型基
础设施七大领域之一，具有投资大、链
条长的特点，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的重要保障，也为我省加快智慧交通、

智慧能源等新兴数字经济建设奠定基
础。

“今年将全力推进‘百县千桩万联亿
度’工程。”国网湖南电力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加快“新基建”
的决策部署，该公司完成了一批新能源
汽车充电设施项目前期工作，目前已批
准立项 32 个，纳入储备 140 个，批复资
金超1.5亿元，预计今年底可新建充电设
施 1000 个以上，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
122个县，年充电量1亿千瓦时以上。

据了解，未来三年，国网湖南电力将
投资不低于 5 亿元，用于持续加快湖南
省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新基建”释放新动能

我省今年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

粉中有鱼味有余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盛一碗手工切粉，码上鲜嫩的鱼肉、
浓白的鱼汤、香辣的红油，再辅以秘制的
豆膏……热气腾腾的栖凤渡鱼粉一出
炉，香味四溢。4月14日上午，“湖南米
粉大擂台”郴州擂台，72 岁的郴州市栖
凤渡鱼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安英
现场煮粉，引得现场消费者驻足尝鲜，称
赞鱼粉“鲜、香、爽、辣”，余味不绝。

郴州市栖凤渡鱼粉是湖南省非物质
文化保护遗产，原材料以手工切粉和活
水鱼为主，郴州独有的辣椒、豆膏、茶油
为佐料，选米、浸米、磨浆、调浆、蒸粉、收
浆等 16 道工序道道讲究。栖凤渡鱼粉
味道鲜美、爽滑可口、色泽红艳，是郴州
最具特色的传统美食。

“走千里路、万里路，舍不得栖凤
渡。”吴安英介绍，流传千百年的古话说

的不仅是栖凤渡地方好，更是夸美食栖
凤渡鱼粉。目前，在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的基础上，栖凤渡鱼粉创新研制出了包
装鱼粉产品，广销湖南、广东等地，并出
口德国、美国等国家，品牌荣获中国中部
农博会金奖。

在郴州擂台，晶莹剔透、形如半月的
桂阳全义饺粑同样走俏。为了打擂，主
办方特意准备了干笋、墨鱼两种馅料，面
皮则升级为紫薯和艾叶。紫色、绿色的
饺粑入口，鲜香滑嫩，回味软绵。郴州市
餐饮商会秘书长唐进介绍，饺粑是“千年
古郡”桂阳特产，过去老百姓只在元宵、
中秋等节日才会做饺粑，现已成家常美
食，深受桂阳人喜爱。

郴州擂台除了栖凤渡鱼粉和桂阳全义
饺粑，宜章猪蹄粉、莽山蕨根糍粑、永兴红
粉、汝城沙洲牛打滚、佳兴鱼头粉、黑米姐姐
烧卖，将一一登场，带来舌尖上的郴州盛宴。

米粉打擂台
湖南好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