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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罗徽

在“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汝城
县沙洲瑶族村，各地前来参观学习、接
受红色教育的游客络绎不绝。

游客陡增，商机无限。该村依托红
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优水果
种植，2018年实现整村脱贫,正大踏步
奔向全面小康。2019年底，村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3840元，村集体收入从
2014 年的 0.36 万元提高到去年 40 余
万元。

依托红色旅游,山区变景区

“游客们，我们面前的房屋就是当
年3位女红军借宿的地方，村民徐解秀
的家……”国庆长假期间，在沙洲瑶族
村徐解秀的家，前来感受红色文化的游
客络绎不绝。讲解员朱淑华正在为大家

细心讲解“半条被子”背后的故事。
朱淑华是徐解秀的曾孙女，曾在外

地从事幼师工作，村里建成红色景区
后，她回村当起了讲解员。现在，朱淑华
不仅每月工资有3000元，还能陪伴父
母和孩子，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沙洲瑶族村有142户529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30户95人。2000年之
前，全村只有一条水泥路，唯一的公共
文化设施是一个破烂不堪的篮球场。

2017 年，汝城县以红军长征经过
汝城的历史为依托，以文明瑶族乡沙
洲、秀水、韩田、文市等村为核心，全力
打造国家4A级红色旅游景区。

山区变景区，沙洲瑶族村建了旅游
公路、专题陈列馆、红军纪念广场、磐石
公园等。景区建成以来，节假期间日接
待游客都在7000人以上。

如今，村里已经发展民宿 8 家、旅
游商品店16家、餐馆和特色小吃店20

余家，35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吃上香喷
喷的“旅游饭”，人均年收入大幅增加。

发展种植产业,荒野变沃野

贫困户朱小红是徐解秀的孙子，
父母身体不好，两个孩子上学，生活曾
很拮据，2014 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

后来，他和妻子参加了村里组织的
蔬菜种植、厨师技能等培训，获得一技
之长，开起了土菜馆和客栈。

去年，朱小红又新种了柰李、黄桃、
水晶梨等水果3亩，2019年家庭总收入
近 8 万元，不仅实现了脱贫，而且有了
持续稳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走对了路子，荒野变沃野。近年来，
村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免费
发放种苗、提供技术、保底收购等措施

“对症下药”，激发了村民发展产业的热

情。目前,全村在田野里、山坡上种上黄
金柰李、黄桃、翠冠梨、朝天椒等特色果
蔬1000余亩。

该村还以红色景区作为销售窗口，通
过举办旅游节、美食节、水果节等活动，特
色农产品去年销售额达500多万元。

7月18日，汝城县在沙洲瑶族村举
办第三届柰李文化节暨水果消费扶贫
活动，现场销售柰李33.5万公斤，网络
带货达65余万公斤，协议采购386.5万
公斤。

如今，沙洲瑶族村目之所及，果树
成行，红花簇映，处处有景，呈现出一幅
小康社会的和谐美景。

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兴奋地说，村
里正打算招商引资,兴建旅游酒店、旅
行社等，把村子打造成集观光旅游、果
蔬采摘、民宿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
农旅发展综合体系，促进群众持续增收
致富。

走对致富路 过上好日子
——汝城县沙洲瑶族村依托红色旅游奔小康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请650号客人取餐……”
10 月 8 日 8 时 45 分，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竹塘西路210号的易裕和粉店
食客如云，一大早已卖出粉面过千碗。

12 年间，从7 平方米到1600 平方
米，从默默无闻到荣膺“湖南好人”，老
板易军如何经营有道？他笑呵呵地说：

“秘诀就是诚信经营吃得亏。”
易军，1974 年出生在岳阳汨罗市

川山坪镇的一户农家。作为家中长子，
他16岁时便来到长沙甘长顺做面点学
徒，始终记着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世上只有亏好吃，不要占别人
的便宜。”

红案、白案、做汤、做码，易军一学
就是3 年。打好基础后，勤劳诚实的他
有幸拜在当时长沙首屈一指的“一家
粉店”唐冬生老师傅门下。他回忆说：

“师傅手把手教我如何做码，尤其将如
何做底汤的秘诀倾囊相授。”

十年磨一剑，学有所成的易军
2000年前后开始到北京、广州、深圳的
粉面店做厨师长、店长。虽然收入不
菲，可他始终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老师
傅们的老手艺传承下去，用良心去做
好一碗粉面。

2008 年，他跟妻子租下长沙市衣
铺街小巷一个7平方米的铺面。由于靠
近长沙最喧哗的酒吧一条街，他们晚
上 9 时开始营业，到第二天中午才关
门。每天下午，夫妻俩趁着熬汤时间睡
上五六个小时，就是一天最大的幸福。

都说做生意风险大，易军前后开
过5家粉面店，他都没亏过本，“因为我

把‘亏’都吃在了前头。”
“一定得选 3 斤以上的老母鸡，鸡

要养2年以上。”
“一定要选猪的后腿骨，因为会比

前腿骨的骨髓多。”
“不管卖到关门还是刚开张，原汤

里绝对不掺一滴水，汤要熬足6个小时
以上……”

说到选材，易军头头是道，对食材
的要求十分严苛。他说，一碗粉二两
肉，蔬菜要干净青翠，配料要货比3家，
虽然利润微薄些，但保证每一碗粉面
都是原汤足料。

靠着这份“吃得亏”的实在，易军
这家 7 平方米的小店 1 个月后,日销量
就接近 500 碗。3 个月后，他在向家湾
小区开了一家60平方米的新店。

2012 年，友谊路总店开张。2019
年，竹塘西路旗舰店开张。今年8月25
日，广电新店开张。从最初的肉丝、牛肉、
酸辣、排骨4种码子，到如今60余种码
子，传承发展老长沙粉面精髓的梦想，易
军正在诚实守信经营法则中逐步实现。

以诚待人，以信相守。2012 年至
今，易军店里捡到各种遗失物品几百
件，服务员发现后都会第一时间上报。
去年5月，一个包遗失在店内半个多小
时后仍没来认领，易军便招呼大家打
开包寻找失主，发现内有各种证件、2.6
万元现金和即将登机的机票。易军一
面赶紧通过机票信息,联系机场寻找失
主，一面立即驾车驰往机场，亲手将包
送到客人手中。

失主欲重金酬谢，易军婉言谢绝：
“一点小事，何必言谢，我们长沙人最
看重的就是诚信。”

“老长沙粉讲究原汤，就是咯杂
味。”

“易裕和码子实在，我们屋里节假
日开车也要来嗦碗粉。”

……
创业成功后，易军坚持做公益回

报社会，通过“同吃国庆面”“九九重阳
敬老尊贤”等活动，把更多的爱心奉献
给孤寡残弱群体。

国庆假期，易裕和竹塘西路店最
多一日叫到 3000 多号，卖出 8000 余
碗粉面，外面约14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满满当当。

为了熬好汤，易裕和有两口可盛
600公斤汤的特制大锅，每天用120公
斤新鲜筒子骨、10只老母鸡、40公斤鸡
架……大汤锅热气腾腾，好像易军蒸蒸
日上的事业，锅前长长的队伍是对这个
诚实守信的生意人最好的褒奖。

世上只有“亏”好吃
——记诚实守信“湖南好人”易军

每周一星
湖南好人

易军。 通讯员 摄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通讯员 陈德兴

深山之远，细雨霏霏。
9月28日17时30分，位于平江县

长寿镇深山中的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大门一开，建档立卡贫困户
徐绚兮和下班的工友鱼贯而出。

30 岁的徐绚兮在黄金洞矿业公
司从事安全管理工作，根据绩效，一
个月收入 4000 至 6000 元。靠着这些
收入，他可以养活老婆和一对龙凤胎
孩子。

黄金洞矿业公司是一家从事矿业
开发的省属国有企业，是平江县最大
的纳税企业，也是平江吸收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业最多的企业。目前，共吸纳
228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以前，他们骑着摩托上班。现在，
都是三四个人拼一台私家车来上班，
停车场车位明显不够用了。”黄金洞矿
业公司总经理王平海见证了 7 年来贫
困户在公司发生的变化。

童市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陈烂根在
县城当月嫂，一个月收入 7000 元，她
的单子已经排到年底。同样来自童市
镇的王检香，手轻微残疾，通过家政保
洁，一个月也有 2000 元收入。她们上
岗之前，都在平江县雅贝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接受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目
前，平江县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职
业技能培训，涉及挖机驾驶、叉车驾
驶、电工、焊工、刺绣、家政服务等20多
个工种。

平江县有贫困人口 14.2 万人，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6万多人，5万多人
需要转移就业。平江县人社局就业中
心主任张光辉告诉记者，平江县贫困
户就业压力巨大，“对于就业扶贫，平
江主要在载体建设上发力，抓扶贫基
地建设，开发新的扶贫车间。”

目前，平江县共有扶贫基地13个，

扶贫车间67个，吸纳贫困劳动力2060
人。黄金洞矿业公司和雅贝家政公司
属于扶贫基地。

位于平江县城的洪家塅集中安
置点，是我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搬入洪家塅小区的贫困户，以
前大多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农村。来到
县城后，他们的就业机会更多，小孩
上学更方便，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以
及各类生活配套。3920 名贫困劳动
力，现已就业 3215 人，就业率达 80%
以上。

9 月 29 日，记者在洪家塅小区扶
贫车间看到，省内一家电子企业在这
里设点，当日有20多名贫困户在车间
上班。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车间实行
灵活就业，小区留守妇女可以一边工
作，一边照顾家庭。正常情况下，月收
入 2000 至 4000 元。扶贫车间的隔壁
有一个儿童活动室，这是专门留给贫
困劳动力的小孩放学后做作业、阅读
的场所。

张光辉告诉记者，平江出台多项
政策保障就业载体的积极性,“就业载
体可以享受到社保、岗位、创业、培训
等4项补贴。”

就业载体吸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社保的单位部分可纳入补贴，最长
可以享受3年；每吸收1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稳定就业 1 年以上，财政补贴
1500 元岗位补贴；企业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进行以师带徒、以工带训，也有不
同程度的补贴。

平江现阶段就业扶贫的难点，主
要是贫困户缺乏职业技能，无法找到
适合的工作。平江县人社局局长谢朝
晖介绍，平江将重点从技能培训、劳
务协作、就业招聘、就近就业 4 条渠
道促进贫困户就业增收，特别是针对
贫困劳动力的不同特点，做好“点对
点”就业服务，确保小康路上没有一
人掉队。

多方发力铺平就业路

一线在

湖南日报记者 聂沛 通讯员 陆意

10月6日，位于衡阳市蒸湘区雨母
山镇新竹村的衡阳市华农葡萄农民专
业合作社内，负责人陈华正在查找有关
葡萄栽培技术的资料、制作课件，为国
庆节后对贫困户的技术培训进行备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陈华组
织带领华农葡萄“衡阳群众”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免费给予贫困户
技术指导培训，还吸纳贫困户到合作
社务工赚钱，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技术课堂进田间

“陈总，多亏有你帮我修剪葡萄
枝，今年我家的葡萄才能大丰收！”10
月 6 日，新竹村村民陈善国来到陈华
家，连连道谢。

原来，今年7月，正是葡萄修剪枝
叶的时候。陈善国看着长满枝叶的葡
萄藤却无从下手，便到华农葡萄农民
专业合作社寻求帮助。得知这一情况
后，陈华二话不说，拿起剪刀，跑到陈
善国的葡萄园修剪枝叶。

“给葡萄剪枝可是一门大学问。修
得好，葡萄的品质、产量都会提高，病
虫害也会减少。”陈华一边剪枝，一边
向陈善国传授葡萄修剪窍门。

没多久，陈华的剪枝法便奏了效。
陈善国的葡萄售价由去年每公斤10元
涨至今年每公斤14元。

“从我创业以来，一直有很多人帮
助我、指点我。现在我也想将这种精神
传承下去，帮助更多的人。”陈华说。

2016年，陈华成立华农葡萄“衡阳
群众”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向贫
困户、农户免费传授葡萄种植技术。并在
新竹村流转300余亩土地，成立华农葡
萄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醉金香、阳光玫
瑰、美人指等20余种葡萄，吸纳当地贫
困户入股、分红，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

在陈华的感召下，华农葡萄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纷纷加入志愿服务
队，志愿服务队伍扩充至20余人。通过
组织集中培训、田间授课等形式，他们

将葡萄种植知识送至周边乡镇，甚至
传递到长沙、株洲等地的葡萄基地。

越来越多的农户也在志愿服务队
的带领下，开始种植葡萄，形成以合作
社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的2万亩葡萄
产业带。

截至目前，志愿队已组织上百次
培训，带动140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疫情下的送菜工

“华农葡萄‘衡阳群众’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真的不错，疫情期
间还免费送菜给我们。”

“是啊，要是没有他们，都不知道
怎么在家里平稳度过疫情。”

……
谈及志愿队，蒸德家园、蒸水花苑

的许多居民纷纷竖起大拇指，为他们
点赞。

今年疫情期间，不少市民都主动宅
家、居家隔离，出门买菜成了居民的生活
难题。蒸德家园、蒸水花苑是廉租房小
区，困难群众较多，买菜更是难上加难。

为方便困难群众生活，陈华每天
带领志愿队，到自家的蔬菜基地采摘
新鲜的白菜、茼蒿、红菜薹等蔬菜，赶
在中午11时30分前，免费送到居家隔
离人员家中。

“当时就是想着为抗击疫情贡献
一份力量，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只
能给大家送点蔬菜。”陈华说。

由于志愿队提供的蔬菜数量大，
衡阳高新区蒸水办事处还特地安排了
一辆皮卡车，负责将新鲜蔬菜运送到
居民家中。

“这些蔬菜使用的是有机肥料，绿
色环保，甜分足。”居民邓志明说。

据统计，自疫情发生以来，华农葡
萄“衡阳群众”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连续 20 天为 70 余户困难群众送
去爱心蔬菜，总价值4.8万余元。

“我们能做的都是些小事，但是能
帮助到大家，我觉得很骄傲。今后我也
会将这种乐于助人的雷锋精神传承下
去。”志愿队队员易积明说。

葡萄架下的志愿者
——记衡阳市华农葡萄“衡阳群众”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国庆期间，无论是央视《坐着高铁
看中国》的长沙篇，还是橘子洲头、岳麓
书院、山河智能、梅溪湖大剧院等地的
多场快闪活动，亦或是湘江两岸、橘子
洲头等地一连 9 场灯光秀，都刷爆网
络。长沙成为当之无愧的“网红”城市。

线上“流量”汇聚，线下“留量”同样
巨大。国庆黄金周铁路客流排名前十的
城市，长沙位居第五，仅次于广州、深
圳、北京、上海。记者从长沙市应急指挥
中心获悉，10月1日0时至8日0时，长
沙市车辆总活跃数为771万辆，城市轨
道交通总计发送乘客706.3万乘次，黄
花机场进出港总人数508万人次。

文化引流线下旅游

近年来，长沙以文促旅，融合带动
城市文旅发展，让古老厚重的文化焕发
出强大的游客吸引力。

10月1日，长沙交响乐团在橘子洲
风景区、岳麓山风景区、岳麓书院等地
送上“秋之颂·假日音乐会”，吸引了大
批游客欣赏。长假期间，橘子洲景区和
岳麓山景区的游客一度超过最大承载
量，景区管理处不得不采取提前预约的

方式限流。
大名鼎鼎的马王堆汉墓展、神秘的

秘鲁古代文明展正在湖南省博物馆展
出，从长假首日起，每天开馆前游客排
起长龙达数百米。“我8点半就跑来，发
现已经排到公交站这里了。”7日早晨，
山西大同游客李明铭说。

近年来,长沙新建的文化场馆如梅
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谢子龙影像艺
术馆、李自健美术馆，都成为“打卡圣
地”。8日上午，正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游览的山东游客段女士，就按着小红书
给长沙列出的一条保姆级攻略，一路游
览打卡。

此外，在望城铜官窑古镇，中秋灯
会、万人齐放荷花灯、古风戏台等精彩
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在宁乡灰汤，
露天民谣音乐节聚集了大批“发烧
友”；在长沙市图书馆，“一部书，一座
城”民国长沙城市档案展吸引大量游
客驻足……

过夜旅游旺盛消费

过夜指标一直是国内旅游接待统
计的核心，过夜游客往往带动一个城市
的旅游综合消费。过去，长沙并非传统
旅游城市，游客往往过路几个景点就去

往省内张家界、湘西州等传统旅游地，
如今，长沙已从过路游变为过夜游。

“从这个黄金周看，长沙的网红气
质尽显，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更强，人气
更旺，酒店的入住率很高。”长沙市文旅
广电局局长郭润葵说。

某网络预订平台数据显示，长沙今
年首次跻身国庆酒店预订量全国前十
强。10月4日，长沙迎来国庆节以来的
迎客最高峰。从10月1日起，长沙地区
酒店入住间夜数每天增长10%以上。

这些挤进长沙的游客，变成了各网
红门店的排队者，成为长沙对外展示的
流量大军。游客手中的手机，拍摄的短
视频，朋友圈的照片，都将长沙从“网
红”变“长红”。

近年来，长沙出台多项夜经济支持
政策，重点打造夜间经济场景和一批有
影响力的夜间经济集聚区，丰富“食、游、
购、娱、体、展、演”等多种夜经济新业态。

国庆期间，超级文和友创下取号超
过30000桌的纪录，“茶颜悦色”平均一
杯奶茶的等待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在
长沙冬瓜山的盟重烧烤，每天晚上8时
即关闭线上取号通道，仍然每天平均排
号1200桌左右；据介绍，近8成为外地
游客，单日销售额打破开店5年来的销
售纪录。每天晚上，长沙太平老街、解放

西路，国金中心、平和堂、乐和城等几大
商城，游客络绎不绝。

智能保障假日平安

为保障国庆假期游客及城市安全，国
庆前夕，长沙市应急指挥中心投入运行。

10月8日，记者走进该中心，一块
巨大的屏幕墙实时显示全市各热门旅
游景区实况，高速关卡车流量。此外，一
套应急指挥系统实现“整合资源、横纵
互通、多维值守、统一接报、指挥研判”
于一体的信息接收、应急处置机制。

“这套系统以数据管理局为技术基
础，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可以实现信息的
接收、整理、反馈、调度变得更加快速，为
决策提供更多数据支撑。”长沙市应急管
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曾红涛介绍，这
套全新平台正式运行以来，值班人员可
以在值班室快速接收各类应急管理信
息，高效对接消防、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
人防部门，快速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
度。同时，可以科学征调应急物资，及时
应对和有效处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

在长沙的大街小巷、旅游景点，
都能看见民警、志愿者、环卫工人、城
管队员等在默默值守。五一商圈党群
服务中心在黄兴中路设立芙蓉志愿
服务站。早上 8 时至晚上 11 时，志愿
者轮流在该站点值班，为游客提供咨
询和帮助。

从“流量”到“留量”，长沙“网红”变“长红”

挑战障碍
10月8日，“小王者”（岳阳站）挑战赛在南湖国际房车露营基地开幕，来自

岳阳市的200多名少儿选手积极参赛。“小王者”挑战赛是为中国少年儿童打造
的专属体能赛事，参赛的少儿需要挑战2至3公里内的12至14个障碍，倡导少
年儿童强身健体，挑战自我，释放潜能。 彭宏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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