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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吃逛吃逛吃……”长沙市芙蓉
区重回热闹，有人形容，市民的消费节
奏在当下犹如一台列车发出的声音，恢
复了疫情前的活力。一到周末，五一商
圈、万家丽商圈等各大商圈摩肩接踵；
每到夜晚，沁园美食夜宵街等长沙市民
的“深夜食堂”，又回到“找不到桌儿”的
场面。

一度因疫情按下“暂停键”的经济
社会，因芙蓉区委区政府一系列刺激消
费的举措逐步复苏。

“我一直在关注芙蓉区的促消费活
动，前几月‘春天有约·芯动芙蓉’红包
砸不停，商家打折力度也非常大，对消
费者很有吸引力。”家住芙蓉区的长沙
市民王晓飞说，听说继“春天有约”后，
芙蓉区最近又铺开了“夏日有约”系列
促消费活动，准备再去逛逛，采购一些
生活必需品。

让 利 千 万 元
“‘湘’约芙蓉，惠聚精彩”，

“千企万店”大优惠

阿波罗商业广场购满 277元送 177
元，并推出会员2倍积分；平和堂五一店
部分品牌会员馆最低 5 折起，七夕节还
可玩转大屏告白；苏宁易购五一广场店
存 20 元抵 1600 元，苏宁“任性付”享至
高立减4999元，以旧换新至高补贴600
元；万家丽家居建材广场消费抽 30 万
商品免单、金条、千元购物卡、豪华酒店
试住……最近，芙蓉区又一大波“消费
红利”开始释放。

7月 19日，芙蓉区在友阿城市奥莱
再一次发力供给侧，启动“‘湘’约芙蓉，
惠聚精彩”促消费活动。芙蓉区委、区
政府向全省消费者发出邀约，邀请大家
来芙蓉区消费。这标志着继“春天有
约”系列促消费活动后，芙蓉区的“夏日
有约”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

作为长沙市老城区和商业中心，芙
蓉区辖区内街市繁华，大型市场和特色
街市星罗棋布。“‘买买提’打‘骨折’，

‘逛逛吃’大降价，这无疑是消费者的福
音。”市民范楚楚在微信朋友圈“刷”到
了这个消息，十分开心。

在这场消费狂欢中，芙蓉区和银
行、商家等联动。活动期内，芙蓉区“千
企万店”将向市民游客提供逾千万元优
惠补贴。

“芙蓉区还将拿出 200 万元专项资
金补贴奖励商家，鼓励他们推出更多更
好的促消费活动，打造购物、体验、娱乐
多场景贯穿的消费新活动。”芙蓉区政
府有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期间，还将通
过一系列举措进一步营造诚实守信、货
真价实的商业文化，让市民游客放心而
来，满意而归。

品 读 芙 蓉 城
研学游、风情游、消暑游，三

线玩遍“网红地”

在范楚楚的印象中，芙蓉区不仅商

贸业发达，且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旅
资源颇为丰富。

马王堆汉墓、浏城桥楚墓、走马楼
简牍等考古发现闻名中外，白果园、化
龙池、都正街等历史街巷纵横密布，程
潜公馆、磻石山房等名人故宅保存完
好，定王台、化龙池等古迹名址延续至
今……时空不断更迭，为这座古邑创造
了不少历史记忆。酝酿在土壤深处，这
些记忆化为潜流，一经后人寻溯，芬芳
扑鼻而来。

九曲浏阳河在这里穿城而过，水绕
城、城傍水，水鸟逐影低飞、草木相映成
趣。随着一河两岸一个又一个国际化
元素傍水而生，老城新景不断涌现。

在“‘湘’约芙蓉，惠聚精彩”促消费
活动中，芙蓉区推出 3 条旅游线路——
研学体验游、城市风情游、消暑休闲游，
邀请市民游客品读芙蓉、玩遍全区“网
红地”。

暑期来临，孩子们期待丰富多彩

的假期生活，家长们也希望孩子能在
“玩中学”，研学旅行无疑是寓教于乐
的好方式。芙蓉区推出湘绣博物馆+
隆 平 水 稻 博 物 馆 + 湖 南 省 茶 叶 博 物
馆+中国红瓷馆+华天大酒店之“湖湘
韵·长沙记忆研学体验游线路”，这个

“攻略”，让纠结中的学生和家长有了
好去处。

“长沙屋脊”——452 米的我省第
一高楼长沙国金中心现代化气息浓
厚，是一个“自带流量”的网红打卡地，
站在国金中心往下看，方圆 2 公里内，
芙蓉老街纵横交错、古韵悠悠。詹王
宫在，清末翰林故居在，湘江评论印刷
旧址在，民国时期公馆群在……改造
后老街巷如旧，但气韵更新；每到夜幕
降临、华灯初上，化龙池巷热闹了起
来，“老长沙”们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集聚在这条百年老街、清吧一条街，
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国金中心+登隆
街+白果园巷+程潜公馆+都正街+化
龙池巷，芙蓉区结合当地历史文化风
貌和现代都市气息，推出城市风情游
线路，让市民游客“穿越百年”。

一步一景，移步换景，盛夏夜晚行
走在浏阳河畔，和风习习，两岸郁郁葱
葱；连通浏阳河东西两岸的汉桥，以马
王堆出土的汉琴为设计灵感，长桥卧
波，夜晚灯光璀璨；浏阳河婚庆文化园
是个浪漫的存在，它是国内首个婚礼
主题的文化公园。还有东沙古井甘甜
的井水，绿树成荫的湖南农业大学，静
谧美丽的金山度假村……消暑休闲
游，芙蓉区推出浏阳河婚庆文化园+浏
阳河风光带+东沙古井+柳子明故居+
湖南农业大学+东湖金山休闲度假村+
隆华酒店线路。

额 外 再 优 惠
开启市州主题周，政商一起

发“芙”利

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7月24日，
一场“快闪”活动在位于芙蓉区的长沙国
金中心进行，非遗传承人与艺人同台，一
起为芙蓉区文旅及商业消费代言。

来自芒果 TV 综艺《乘风破浪的姐
姐》中的两位艺人李斯丹妮和袁咏琳现
场起舞，吸引围观观众加入舞蹈；湖南
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湘绣大师——成
新湘也登台，现场展示非遗技艺；有着

“长沙老街活地图”之称的摄影家王战
崎，则通过一张张老照片，带大家穿越
时光，追忆老长沙的“湘韵湘情”……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相关信息，常德
市民刘新说，一定要来芙蓉区看一看。

芙蓉区政商一起发“芙”利，为全省
消费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芙蓉区开启
市州主题周活动，从 7 月 20 日至 9 月 6
日，每周的工作日内，我省2个特定市州
消费者持身份证前往芙蓉区，在参与活
动的酒店宾馆、企业商超消费时可获得
额外优惠。期间周末和国庆黄金周，我
省14个市州消费者持身份证，均可享受
额外优惠。

活动期间，湖南富丽华大酒店推出
市州活动客房3.5折至5折活动；芙蓉华
天大酒店推出周末特价房仅199元/间；
长沙碧海云天假日酒店特价房直降至
99 元/间；南景盛宴饭店为市州消费者
送5折券，送招牌菜辣椒炒肉；徐记海鲜
德政园店外省、市游客凭身份证可获赠
砂锅星洲红或者清蒸星洲红一条；芙蓉
华天大酒店对市州消费者立减 100元；
乐和城购物中心精酿啤酒文化节，周末
集市，舞台表演，啤酒免费喝，市州消费
者免费领礼品；长沙家乐福芙蓉店市州
消费者，抽奖100%中奖礼……

“欢迎大家来芙蓉区走一走，看一
看。”芙蓉区有关负责人向省内外消费
者发出邀请。

发力供给侧，激活文旅商消费——

芙蓉区开启“夏日有约”系列活动，一大波“芙”利来袭

芙蓉区商贸业发达，辖区楼宇商圈林立。图中最高楼为我省第一高楼——长沙国金中心。站在国金中心往下看，方圆2

公里内，芙蓉老街纵横交错、古韵悠悠。 （本文图片由芙蓉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湘’约芙蓉惠聚精彩”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刘昭云）“小朋友们，我们一起跳
个舞吧？”“好！”7月28日，邵东市仙槎桥
镇青山村的儿童之家，志愿者江冰倩带
领 30 余名留守儿童跳舞。伴随欢快歌
声，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

“我村共有 54 名留守儿童，缺少父
母陪伴，他们需要更多来自社会、邻里的
关爱。”青山村妇女主任单辉艳介绍，除

“儿童之家”外，村里还建起2个“儿童微
家”，就近组织留守儿童活动，并安排45
名“爱心妈妈”，给予他们生活上、学习
上、情感上的关怀。

邵东在外务工及经商人员多，全市
有留守儿童1.6万余名。为呵护留守儿童
健康成长，该市立足构建立体化关爱网
络，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数据库，动态更新
留守儿童信息；打造“留守儿童智慧关爱
平台”，线上宣传关爱政策、发布关爱活
动、分享留守儿童成长故事，已有 4000
余户家庭使用，发布2000余场线上线下
关爱活动；留守儿童家长微信交流群实
现村（社区）全覆盖，每月推出 2 场微信
音频课，每周开展1次微课堂活动，方便
亲子间沟通。

邵东大力建设留守儿童志愿者服务

队伍，吸纳8000余名“党员志愿者、巾帼
志愿者、教师志愿者、医生志愿者、社会
志愿者”，成为开展关爱活动的“主力
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人士
开展关爱服务活动，今年已在38个留守
儿童集中村，开展关爱活动600余场次；
精心打造“相伴成长”“温暖童心”等关爱
活动品牌，举办“父母回家·相伴成
长”“爱心妈妈·相伴成长”“温暖童
心·圆梦心愿”“温暖童心·守护健康”
等系列活动328场次。

以“一村一儿童之家”为目标，邵
东已在 579 个村（社区）配置儿童主

任，建立村（社区）“儿童之家”530家。针
对部分村面积较大、部分留守儿童前往
儿童之家不方便的情况，邵东还因地制
宜打造零距离服务留守儿童的灵活阵地
——“儿童微家”，把活动场所建在村妇
联执委、爱心妈妈等家中，用“小家”力量
汇聚“大家”温度。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卓萌 凌鑫
通讯员 黄瑞丰

凌晨3时30分起床，洗漱、吃早餐，
花1个小时骑三轮摩托前往临澧县烽火
乡，搭上货运便车，再花1个小时到达常
德市城区，最后转公交车前往医院。

这是村民周世伍看病的一天。这漫
长的看病路，因为路的另一头雷创医生
的等待，变得不那么难熬。

两人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8月，周
世伍因真菌感染导致肺气肿住院治疗。
后病情好转出院，但每半个月需要到院

复查一次，带药回家治疗。
病人出院了，主治医生雷创却放心

不下。“周世伍是地道的农民，年纪也大
了，为了节省总是赶顺风车来医院，独自
辗转往返非常辛苦。”

雷创决心为周世伍提供最大方便，
他交待周世伍：“你哪天要来，就提前给
我打电话。”平时上班只需 7 时 40 分到
岗，周世伍来的日子里，雷创却总是7时
10分赶到医院——提早帮他挂号复查，
及时开药，周世伍就能顺利搭上便车赶
回家。这一坚持就是一年，无论冬夏。去
年年底,周世伍老病复发，复查日“早起

半小时”便又持续了大半年。
为雷创的倾心付出所感动，又觉得

自己给医生“添了麻烦”，周世伍三番五
次要送点土特产，均被雷创婉拒。

2018年腊月廿八，周世伍在外务工的
儿子回家，从父亲口中了解到情况，当即租
了车、带上礼物赶往医院，要当面答谢医生。
周世伍问过了，雷创当天就在医院上班。

然而，当周世伍表明来意，雷创立刻
“翻了脸”：“我不在医院，你们别来。我要
关机了。”无奈之下，周世伍的儿子只得
把礼物拎了回去。

忆及此事，雷创说：“周叔家庭困难，

我怎么可能再去收他东西呢？医生也不
需要病人为我们做什么，只希望他们恢
复健康。”

苦于恩情无以回报，周世伍开始在村
里奔走相告：“为我治病的雷医生是个大好
人！”7月20日，他让9岁的外孙执笔、根据
自己口述，写下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赞
雷创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还争取了村
干部的支持，用村里的“大喇叭”表达感激。

该院感染科主任汪清海感慨道：“看
病治病医术很重要，人文关怀也不能忽
视。医护人员换位思考、微笑服务、真心
实意为病患解难，才会让病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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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相伴护成长 温暖儿童心
邵东立体化网络关爱留守儿童，建立村（社区）“儿童之家”530家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石慧琼 陈玲

8月1日21时16分，《老兵你好》八
一特别节目“红色誓言 薪火相传”在央
视CCTV-7国防军事频道首播。经历
过枪林弹雨的抗美援朝老兵、在雪豹突
击队服役过的军中精英、带领乡亲脱贫
致富的退役军人……他们的经历各不
相同，显露的精神却一脉相承。

本期特别节目在浏阳录制完成，
邀请了浏阳老中青三代 8 位退伍老
兵，以在浏阳河畔设置的户外演播室
进行的老兵访谈为主，辅以在秋收起
义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碑等地拍摄
的小片，展现老兵们光荣传统代代相
传。在八一建军节之际，向所有的军人
致以崇高的敬意。

8位退伍老兵中，有不畏艰苦、支
援新疆建设，复员后回乡务农的王震
将军的侄子王井；有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在军人岗位上两次立下三等功、
年近九旬的“好兵”章长和；有年轻时
驻守雪域高原，近年数次援藏带领藏
族同胞养蜂致富的“最美支边人”伍国
强；有致力于自主开发与研究，让浏阳
花炮享誉世界的东信烟花董事长钟自

奇；有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出乡
村振兴新路子的浏阳市沙市镇东门村
党总支书记、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张
建辉；有当兵时守护南疆，退役后自主
创业、不断回报社会的“湖南省雷锋式
企业家”黄文辉；有扎根乡村创业、带
领乡邻脱贫的“新农人”张回春；有退
役不忘宣传国防教育的中澳蓝鹰国防
教育基地教练黄雨国。

此次播放的《老兵你好》浏阳篇，
不仅有全新设计的“军旗”焰火献礼八
一，更有退伍老兵中的花炮人现场讲
述自己与浏阳花炮的故事，将致敬军
人与花炮发展的情结结合起来。

“我是 25 岁从部队退役回到浏
阳，转而进入烟花鞭炮行业，没想到在
这行一干就是这么多年。”钟自奇如是
说。在《老兵你好》的录制现场，钟自奇
也化身代言人，现场演示了汉竹环保
鞭炮的燃放。

“我1982年10月入伍,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广西边防陆军服役，1984年4月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1985年9月回
乡。”黄文辉说道,“3年从军经历锤炼了
我坚强的意志，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
精神，让我懂得了政治思想的重要、自
觉担当的重要，树立了人生的正气。”

一封感谢信 三年医患情

湖南日报记者 蒋茜

“5年当兵的经历让我受益终身，锻
造了我的人生观、业务技能、体能素质
等方方面面。”7月30日，永州市零陵区
举行2020年“八一”建军节退役军人座
谈会,退役军人唐凤国作典型发言。

1984年，18岁的唐凤国成为成都
军区的一名运输兵，参加过对越作战物
资运输及云南澜沧地震救援任务。在参
战期间多次立功，并获得“战地模范汽
车兵”称号。1989年，唐凤国正式退伍。

退伍回乡后，唐凤国凭借在部队
多年积累的车辆运输管理经验和特
长，先后干过客车司机、驾校教练。
2012 年，他创办永州南方驾校，优先

录用退役军人，实行全面军事化管理。
目前，公司员工 60%以上为退役军
人、军人家属。

2017年起，南方驾校成为永州市
退役军人技能就业培训单位，负责零陵
区、蓝山县、东安县等地的退役军人技
能就业培训。3年时间，培训了1200余
退役军人，其中90%已推荐就业。

在创业致富的同时，唐凤国没有
忘记回报社会。多年来,他一直热心公
益活动,积极参加捐资助学、扶弱济困、
精准扶贫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自
费联系货车，捐赠11吨蔬菜驰援湖北
荆州；与永州四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为
230余身处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
提供免费学车服务。

央视《老兵你好》——

讲述8个浏阳老兵的故事

“当兵的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记退役军人、永州南方驾校董事长唐凤国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王文）7
月31日，长沙市住建执法局召集全市房
产中介机构和房产开发项目负责人,召
开执法服务座谈会，部署房地产市场专
项执法检查行动。

近年来，长沙住建部门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紧紧围

绕楼市调控政策，持续组织开展“反炒
房”攻坚战专项执法行动，重拳打击侵害
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整治房地
产市场乱象，有力地保障了长沙市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从 7 月下旬至 9 月 30 日，长沙组织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全市房地产市场专项

执法行动，对当前房地产市场销售中存
在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突击查处和重点
处置，重点检查信访投诉较多、舆情问题
较大的项目。严查售楼部虚假广告宣传，
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收取“诚意金”行为，
为不具备购房资格的客户提供购房便
利，公寓售后包租以及房地产销售市场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当天，该市29名房地产中介机构负

责人和 83 名房地产开发项目负责人参
会并签订《依法经营承诺书》，承诺依法
诚信经营。

近 3 年来，长沙市住建执法部门共
对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24个企业、9名
个人立案处罚，对436个次企业(个体)、3
名个人失信行为曝光惩戒，对严重违规
的8个企业和35名个人纳入失信“黑名
单”监管，暂停 6 个企业参与土地招拍
挂，形成强势高压震慑态势。

反炒房稳市场

长沙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