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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汪洪婷

今年的“五一”假期是我国进入常态
化疫情防控阶段后的首个旅游假期，作为

“网红”旅游城市的长沙推进文旅产业复
苏，刺激旅游消费，各景区推出了门票优
惠活动，餐饮业推出了打折消费，鼓励和
吸引游客更多参与旅游体验。

记者 5 月 5 日从长沙市文旅广电局
获 悉 ，“ 五 一 ”期 间 ，长 沙 共 接 待 游 客
362.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5.38亿
元，分别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 81.48%、
80.19%。长沙列入省文旅厅统计监测范
围的景区共接待游客36.76万人次，实现
门票收入1126.58万元。

文旅融合业态创新，景区
复工率在全国重点城市中排第四

为了升温假期文旅市场，节前，长沙
市向广大游客市民推出了“夏之恋·在长
沙”“五一”文旅主题活动、“乡约长沙”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主题活动、“嗨购星

城”“五一”促消费主题活动、“百场惠民
演出进景区”系列活动等活动。

目前，长沙 59 家 A 级旅游景区已有
序开放57家，开放率为96.6%；旅游星级
饭店已开业40家，复工率88.9%；娱乐演
艺场开业418家，开业率77.8%；景区复工
率在全国35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4位。

节日假期，长沙许多景区都推出文
旅融合的新体验与活动。浏河第一湾推
出大型光影情景剧《梦幻浏阳河》；西溪
磐石大峡谷引入新项目——湘赣最长最
刺激的七彩高空玻璃漂；周洛大峡谷景
区打造 300 米高的天空之镜、水幕玻璃
彩虹观景平台……

据统计，“五一”假期，岳麓山累计接
待10.64万人次，橘子洲累计接待8.99万
人次，分获全省第一、第三。

假日消费全面复苏，自驾
游客占到60%

旅游市场的逐渐热络，也带动了假
日消费全面复苏。假日期间，长沙各景区

在“五一”期间均迎来了自驾车旅游高
峰，乡村游、生态观光游、文化体验游、探
亲访友游等自驾车游客占到 60%以上，
成为长沙旅游市场的主流。

灰汤国际温泉度假区5天累计接待游
客2.39万人次，同比增长9.3%；浔龙河生
态艺术小镇开展龙虾风暴活动，邀请游客
上午钓虾、吃虾，下午亲子欢乐时光，与麦
咭、萌宠一起度“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
3.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20.06万元。小
顽国亲子乐园举办风筝节，开展风筝放飞
表演、大型风筝展示等，同时结合园区其他
日常活动开展，假期期间旅游人数比去年
同期增长 179%，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42%。各大商场、餐饮店迎来购物、消费的
高峰，全市酒店出租率恢复到60%以上。

此外，超级“文和友”、茶颜悦色等长
沙网红店门口又排起了有秩序的长队。

预约旅游成为潮流，无景区
发生游客超载事件

不同于以往“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预

约，不出游”成为今年“五一”旅游的新亮点。
为确保景区安全有序开放，长沙各

景区景点分别采取分时段预约，入园时
均需佩戴口罩，经体温检测和扫码查验
才能入园。

重点景区游客最大承载量不超过
30%，如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通过启用
景区游客预约，明确瞬时最大承载量为3
万人次。

假期期间，记者在橘子洲发现，由于
实行了预约制，橘子洲地铁站出入口、游
步道、观光车搭乘处、主要景点都未出现
爆棚场景，防止了人口密集带来的风险，
让游客更加安心舒适。

由于预约旅游管控有效，整个假日
期间，长沙没有一家景区景点发生游客
超载事件。

据了解，假期期间，长沙25家旅行社
组团258个，共组织接待游客5776人次；
文化娱乐 KTV 等文化消费单位 300 家，
共接待消费者 21000 批次，上座率达
40%，文化消费为1680万元。文旅市场秩
序井然，无安全事故及旅游投诉。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欧阳林

60 多年前，湖南日报老报人唐
大柏在汨罗住过一阵，写下不少新
闻报道。跨越半个多世纪，5 月 2 日
至 4 日，唐大柏再次来到汨罗，找到
了 10 多位他曾经采访过的人物，与
他们唠家常、忆时光、看变化。

旧时的记忆，蓬勃生长；昔日的
情意，在方寸间滋生。

再遇“铁姑娘”
上世纪 70 年代，汨罗镇曾因学

哲学享誉全国，当时担任湖南日报
摄影记者的唐大柏在汨罗镇拍下了
许多历史瞬间。根据这些照片，汨罗
镇干部郝光、童卡利想办法找到了
其中部分人。

这些人中，有学哲学的积极分
子易光兴，有教哲学的辅导员陈桂
莲、曹泽兴，也有犁田的“铁姑娘”
何要良、担塘泥的李新华。

5 月 2 日 ，见 到 当 年 的“ 唐 记
者”，大家喜出望外。“唐记者拍照
时，我穿上唯一的一件像样的衣服
担烂泥，还被父亲骂了好些天呢。”
李新华哈哈大笑，早已把当年艰苦
岁月当成了一件乐事。

“我当年一天可以犁 1 亩多田
哩！”何要良自豪地说，“‘铁姑娘’
的名头是名副其实的。”

唐大柏提议去“铁姑娘”家看
看，何要良有些不好意思：“我家寒
酸。”

穿过柏油路，何要良家到了。是
一栋两层楼房，虽非别墅，却也精
致，家里沙发、电视机样样俱全。何
要良迅速泡了姜盐芝麻豆子茶，说
道：“房子是 2003 年建的，儿子在株
洲，家里就两个老人住。”

“挺好的啊！比我住的房子大多
啦！”唐大柏笑着说。

何要良告诉唐大柏，老两口在
家里种了 5 亩多田，农闲时，老伴还
去打点零工，自己则在村里当保洁
员，“虽不是很富裕，但饭有吃、衣
有穿，生活不愁。”

再忆“闵大妈”
唐大柏自称有 3 个妈妈：岳阳

妈妈、沅江妈妈、闵家巷妈妈。前两
个妈妈是母亲和岳母，第三个妈妈
则是待他如亲儿子的普通农妇马
满珍。

马 满 珍 早 已 不 在 人 世 ，可 唐
大柏还是想去她的老家看看。“还
记得我吗？我跟你住过 1 年多。”5
月 3 日，看见唐大柏下车，马满珍
的 第 3 个 儿 子 闵 佑 勋 快 步 迎 上
来。

“自己的兄弟，怎么可能不记
得？”唐大柏拍着闵佑勋的肩膀，随
闵佑勋步行上山，祭拜“妈妈”。在

“妈妈”坟前，唐大柏失声痛哭。
1955 年，在湘阴县委办公室工

作的唐大柏被抽调至闵家巷负责办
农业合作社，住进了贫农马满珍家。
那会，唐大柏称马满珍为“闵大妈”。

“当时驻村干部都是到村民家

轮流吃派饭的，可我到闵大妈家里
后，她怎么也不让我再轮到别人家
吃饭了。”唐大柏回忆，“闵大妈腾
出儿子的婚床给我睡，我坚决不同
意，他们全家硬是推着我睡到那里，
还特地为我摆了写字桌，买来新煤
油灯。”

“大妈家困难，但她每餐都要偷
偷给我加菜，有时是荷包蛋，有时是
小鱼，有时是油渣子。要是我有点什
么病，她四处找单方，精心护理。”
后来，唐大柏改口叫“闵大妈”为

“妈妈”。
这 些 事 ，闵 佑 勋 也 记 得 很 清

楚，一直以来，他视唐大柏如亲哥。
前几天，听说唐大柏要来，他兴奋
得睡不着觉。临别时，闵佑勋眼眶
湿润：“下次一定要来住几天，我们
等你！”

再见“沈友珍”
神鼎山镇的“沈友珍”曾是唐大

柏笔下的人物。1955 年，唐大柏以
《友珍的婚事》一文，将沈友珍和蒋
肯堂这一对农村青年朴实的爱情故
事记录下来，反映当年中国扫盲运
动以及婚姻自由，具有时代意义。

当年，19 岁的沈友珍上扫盲夜
校时，结识了蒋肯堂，芳心暗许。可
肯堂家境困苦，友珍的父亲坚决不
同意。后来，乡里建农业社，肯堂报
名入了社，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友珍
的父亲这才同意两人的婚事。

为了找到沈友珍，神鼎山镇干
部霍然胜等人颇费了一番功夫。派
出所说查无此人，后来通过查询“蒋
肯堂”，才找到沈友珍，原来她已改
名为沈运华。

如今 83 岁的沈友珍，左腿因车
祸受过外伤，走不了远路，但她耳聪
目明、思维敏捷。前些年，她随丈夫
从乡下搬到了镇上，日子过得平静
舒坦。

“肯堂从镇上城管队退休，10
年前过世了。”沈友珍拿来香蕉、葡
萄等水果，塞到唐大柏手里。

“这么多年，跟肯堂感情好吧？”
唐大柏问。

“好是好，但也打过架。”沈友珍
毫不掩饰地说，“肯堂身强力壮，勤
奋肯干，但也有个脾气，有时不顺
心，两口子就干了起来。不过，夫妻
嘛，床头打架床尾和！”

沈友珍说，跟肯堂结婚后，生了
两儿两女。大儿子是个手艺人，小儿
子包工程，女儿一个在北京带孙，一
个就在镇里。“如今，加上儿媳、女婿、
孙子等，家里有了25口人哩。”她说。

“后来怎么改了名呢？”
“我嫂子名字中间有个‘友’，跟

我同名，每次别人喊‘友伢仔’，我
们 俩 都 答 应 ；干 脆 ，我 就 把 名 改
了！”

“哈哈，果然还是当年那个活跃
的友珍啊。”唐大柏笑了，周围的人
也笑了。

步履匆匆，几天里，看到当年笔
下的新闻人物，唐大柏倍感亲切。走
在汨罗这片热土上，他感叹：“岁月
无情人有情！”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莎

4 月 30 日上午 10 点，湖南省女
子监狱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二楼的宣
泄室里，雷惠钧坐在地毯上，与服刑
人员李某促膝谈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李某的
父母一直没有出去打工。了解到家
中的困难后，李某情绪有些低落。雷
惠钧主动找她谈话，帮她排解心中
的苦闷。

从大年初二封闭执勤至今，同
事换了好几批，45 岁的省女子监狱
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副主任、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雷惠钧一直坚守在狱
内，及时给服刑人员提供心理辅导。
3 个多月来，她开展个体辅导近 80
次、小型团体辅导20余次，有效稳定
了监管秩序。

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期，服刑
人员心理矫治工作尤显重要。雷惠
钧将各监区内的高危对象全部摸排
登记，10人列入“上榜名单”，她们大
多刑期长、抑郁重、脾气冲，必须进
行多样化的心理治疗。

为了啃下这些“硬骨头”，雷惠
钧起早贪黑，一心扑在心理治疗上，
用倾听、释义、共情、角色扮演、家庭
治疗等技巧，帮助服刑人员从迷失
中回归正途。为了详细记录每个人
的心理问题，雷惠钧光录音笔就录
满了三只，治疗对象的文件夹建了
几十个。

封闭执勤期间，没有白天黑夜，
也没有休息日，雷惠钧每天醒来就
开始工作，上午个体咨询，下午团体
辅导，晚上整理记录，耐心地为服刑

人员打开心结。
身患多种疾病、下肢瘫痪的服

刑人员兰某性格偏执，沉浸于自己
的世界难以沟通，抗改造情绪激烈，
她的执拗也给家人造成了伤害。雷
惠钧带着极大的毅力和热忱，经常
与她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经过两
个多月的不懈治疗，最终，兰某打开
禁闭已久的心门，意识到了自己的
问题，逐渐向好的心态转变，从内心
深处感到愧对家人。

因非法持有毒品、包庇毒品犯
罪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的黄某，服刑期间一直不认罪，还藐
视警察不服管教。通过雷惠钧的5次
心理辅导以后，她写下自己的心声：
我真的想要走出人生阴影，出去后
做个有用的人……

经过矫治，10 名高危服刑人员
逐步走出心理泥潭，心态变得阳光
积极。其他服刑人员矫正的好消息，
也接二连三从各监区传来。

惟其磨砺，使得玉成。从警 20
年，雷惠钧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心
理矫治方式，她用心倾听，用情引
导，善于帮助服刑人员找到问题根
源，激发其自我积极调适的能力。
2019 年，省女子监狱成立以她名字
命名的“惠钧工作室”，联合社会心
理矫治机构举办了“点亮心灯、重燃
希望”的辅导训练，成功转化了12名
高危服刑人员。

肩上有责任，心中有热爱。在雷
惠钧看来，此次封闭执勤是一次绝
佳机会，跟高危服刑人员朝夕相处，
时刻掌握她们的心理变化，不断线
地引导挽救她们，让她收获了满满
的职业价值感。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颜雨彬 汪丹

【名片】
彭娟，湖南湘乡人，1991 年出生，

2009年入伍，中共党员，现任湘潭市吉安
路消防特勤站副站长，三级指挥员。作为
该站唯一一名女消防指战员，她经常利
用休息时间勤学苦练，总是以积极的状
态面对工作；生活中，常常以“知心姐姐”
的身份关心队员，赢得了队友的赞许。
【故事】

“娟哥，加油……”5 月 6 日，在湘潭
市消防救援支队训练场上，参加体能训
练的消防员们正在给一位女消防指挥员
加油助威。

这位女消防指挥员就是彭娟，因为
她的风风火火和全心投入，战友们喊她

“娟哥”，她也乐呵呵地接受。面对记者的
采访，她说：“一声‘娟哥’是大家对我的
认同、包容和支持。”

今年2月，消防救援队伍三定落编定
岗后，彭娟主动选择了下沉至基层消防
站担任指挥员，脱掉高跟鞋走上训练场，
编入基层执勤战备队伍。

“一个女同志下基层消防站干吗？那
里不适合你。”对于她这个决定，很多人
表示不理解。面对质疑，彭娟斩钉截铁地
回答：“基层消防站也需要女干部！”

就这样，这位曾经坐在办公室敲着
键盘的消防女干部，穿上作训服，走上了
训练场。

“勤能补拙。体能弱我就多练点，总

能赶得上。”彭娟为了更好更快地投入执
勤备战，请带训班长为她量身定制了一
套训练计划。她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加练，

“刚开始的时候身体还有点吃力，后面渐
渐地能够跟上训练计划，每次坚持下来
后都会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没有不会打仗的士兵，只有不会带
兵的将军。”彭娟说，作为一个基层指挥
员，除了体能要提升，还需具备过硬的指
挥技能。于是，她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各种
场景的战评课件，每搜集到一个战例她
都如获至宝，一遍一遍翻阅，不懂的地方
就请教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并做好笔记。
为了尽快融入实战，每次中队出警她都
跟车学习经验。战友劝她没必要那么拼，
她反驳道：“我在灭火救援方面还是一个

‘小白’。作为一个指挥员，不抓紧时间学
习和跟班锻炼，以后怎么独立指挥？”

为了能够做到一分钟内跟警出动，
简单的一个穿战斗服上车动作，彭娟反
复练了上千次。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
后，她从刚开始的几分钟练到一分钟以
内。在她看来，每快一秒就能早一秒到达
现场，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就能早一
秒得到保障。

相比男指挥员，也许她少了一分力
气，但她有着女人天生的细心，熟悉战友
们的技能特长，并能合理分配任务。“每
个队员的性格特点、家庭状况、生日等，
她都了然于心。”湘潭市消防救援支队吉
安路特勤站站长李灿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以来，受疫情影响，指战员
们不能休假，在长时间的执勤备战中难免
会想家，如何缓解他们的相思之情成为彭
娟的又一项工作。她一边安抚队友们，给
予他们心理疏导和生活帮助，一边利用空
闲时间组织大家一起包饺子，以“知心姐
姐”的身份走进队友们的日常生活。

“你出过警吗？”“我出过，但是没有
到过现场，都是中途返回。”彭娟告诉记
者，每次出警都因为事故解决得及时，所
以在赶往现场的路上便中途返回了，以
至于被队友们笑称“镇站之宝”。“虽然想
去现场参与实战，但更宁愿每次出警都
是中途返回。”她笑着说。

消防救援队伍是一支“养兵千日、用
兵千日”的队伍，24 小时随时待命。彭娟
说，因为做了女指挥员，她多了一些成
熟，多了一份责任，穿上了这身衣服，就
意味着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刘彬 翟安）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
安局获悉，4月以来，长沙公安共破获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1715起，摧毁窝点42个，抓
获382人，为群众挽回损失1900余万元。
同时，管控涉电诈重点人员1600余名，作
废出入境证件 1300 余本，抓获“境外回
流”电诈犯罪嫌疑人8名、逃犯6名。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 4 月以来，长沙公安通过转变侦查模
式、创新打法战法等方式，不断提高预警
劝阻和拦截反制工作效率，加大打击力
度，全链条铲除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
业”。此外，长沙公安还与全市 44 家商业
银行达成共识，严格审核对公账户开户

的真实性，凡涉嫌电诈的账户，一律注
销，积极堵塞行业监管漏洞。

【相关链接·典型案例】

雨花警方捣毁冒充银行客服诈骗窝点
日前，长沙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接

到线索，有人冒充银行客服诈骗，窝点地
在雨花区。随后，该中心联合雨花警方组
成专案组侦查。5月2日，专案组在雨花区
某小区将犯罪嫌疑人吴某地等4人抓获，
并通过深挖线索，于当晚将该犯罪团伙
的另外3名成员抓获归案。

经查，今年4月，该团伙成员从海南
儋州流窜至长沙，假冒银行客服人员从事
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该团伙通过向受害人

发送诈骗短信，谎称对方因消费异常导致
银行卡被冻结等方式，骗取受害人的银行
卡号、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并盗刷
受害人银行卡。4月以来，该团伙共发送诈
骗短信6000余条，作案30起，涉案金额40
余万元。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开福警方捣毁电诈“洗钱”窝点
5月2日，开福警方收到线索,有人在

长沙市开福区某小区内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随即组织警力核查，并在该小区
两处出租屋内将李某筑、蔡某霞等8名犯
罪嫌疑人抓获。

经查，该犯罪团伙以每月1100元的
价格租用香港服务器在网上搭建支付平
台，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

团伙进行“洗钱”活动，每完成一笔交易，
按照 2.5%至 4.5%不等的费率收取费用。
目前，该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长沙县警方捣毁贩卖手机卡、发送
诈骗短信犯罪窝点

5月4日，长沙县警方在长沙县及长
沙市开福区某小区内一举将专门从事贩
卖手机卡、发送诈骗短信的犯罪嫌疑人
杨某、胡某姣等4人抓获，现场缴获手机
等作案工具13台，电话卡12张。

经查，今年4月初，杨某联系到在校
大学生胡某姣，让其招募“兼职人员”办
理手机卡，并以每张电话卡240元的价格
收购。拿到电话卡后，杨某组织王某、杨
某庆等人通过QQ联系不法人员利用收购
的手机卡大量发送赌博平台的诈骗短
信，并从中牟利。4月以来，该团伙共非法
收购手机卡300多张，发布诈骗短信15
万余条。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月以来，长沙公安——

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715起

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刘哲君 周曙佳）二手房
交易时，未同步过户物业
维修资金，是长期以来困
扰维修资金使用的难题。
今天，记者从长沙市审计
局 获 悉 ，日 前 ，该 局 对
2017 年至 2018 年长沙
市物业维修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调查，发现有
13.58万户二手房屋交易
后，没有过户维修资金账
户结余资金。

据介绍，此次审计部
门对长沙市物业维修资
金的审计调查内容主要
包括物业维修资金归集
情况、维修资金支出情
况、物业维修资金增值收
益及分配情况等方面，在
将维修资金数据与房屋
交易数据等进行关联分
析后，发现有 13.58 万户
房屋所有权转让时，该房
屋分户账中结余的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未随房屋所有权同时过户，
涉及金额达16.52亿元。

目前，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正在对全市未及时过户物业维修资金账户
的户室进行摸底并清理造册，后续将为这
些业主开放绿色通道，逐步解决物业维修
资金账户过户遗留问题。为避免今后发生
新的二手房维修资金未及时过户的问题，
该中心已采用新技术将维修资金过户系统
自动嵌入房产交易系统，启动了二手房维
修资金随房屋所有权自动过户工作。

长沙:“五一”旅游强势复苏 此情可待成追忆
——湖南日报老报人唐大柏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回访

为迷失的人生导航
——记省女子监狱心理咨询师雷惠钧

“娟哥”：穿上这身衣服，便随时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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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娟 通讯员 摄

绿水蓝天沅水美
5月7日，沅水溆浦县大江口镇段，绿水蓝天与新农村交相辉映。近年，沅水流域各地不断推进河长制工作，加强水环境、水

生态治理，使沅水“绿、美、净、畅、亮”的沿岸风光逐步显现。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