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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喻阳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提出“要依
靠科技，开拓市场，做大做优水果产业，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6年多来，凤凰县委、县政府和菖蒲
塘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水果产
业为主导产业，坚持党建引路、科技指
路、市场铺路的总体发展思路，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加快全面小康建设，走出了一
条符合当地实际的成功之路。

2016 年，菖蒲塘村实现整村脱贫。
去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3 年
6121元增至 23419元。全村水果种植面
积达 5844 亩，90%以上的农户建起了

“小洋房”，自来水和水泥路入户率达
100%。昔日穷山村变成了富裕美丽新农
村，村民过上了幸福新生活。

党建引路
菖蒲塘村是一个以土家族为主的少

数民族聚居村，过去山多、地少、水缺、路
烂，全村 710 户 3035 人中，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132户431人。
穷则思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村里以王安全、张胜为代表的年轻党员
和村干部为了摘掉穷帽子，主动求变，结
合村里实际，明确将水果产业作为全村
发展方向。

2016 年，凤凰县委、县政府将菖蒲
塘村与周边马王塘村、长坳村、樱桃坳村
合并，成立新的菖蒲塘村。村党委结合实
际，在原有4个村党支部的基础上，创造
性成立水果产业、旅游产业、女子嫁接
队、周生堂公司4个功能型党支部，以及
旅游服务、产业技术服务、柚子产业、猕
猴桃产业 4 个产业党小组，率先把党组
织建在产业链上。

为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菖蒲塘村还
先后成立学习互助、产业互助、乡风互
助、邻里互助、绿色互助5大类互助小组
102 个，涉及 612 户 2754 人。截至去年
底，全村共有 109 户 357 人通过产业互
助实现脱贫。

科技指路
菖蒲塘村作为深度贫困村，科技曾

是发展的薄弱环节。
“花开不起来，有很多原因，过几天

我来看看。”5 月上旬，村民刘小明发现
自家猕猴桃花朵刚开就凋谢了，担心会
减产。他联系省农科院果树专家卜范文，
请他答疑解惑。

卜范文也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水果特聘专家，2016 年 10 月受省委组
织部选派，来到凤凰县挂职任副县长，主
管科技扶贫。由他牵线搭桥，菖蒲塘村和
省农科院实现“联姻”。近几年，一大批省
内著名科技专家到菖蒲塘村为果农传送
技术，让全村水果产业发展少走了弯路，
规避了风险。

在专家指导下，以传、帮、带的形式，
带动菖蒲塘村一批科技示范户和土专家
迅速成长。目前，全村有省州县级科技示
范户13户，中级农技师21人、初级农技师
48人。村里成立了以王安全、田顺新等为
代表的专家小组，肩负起村里乃至镇里、
县里的产业发展指导工作。专家小组积极
探索果树育苗、嫁接等技术，年育苗达540
多万株，年创收1020余万元，成为推动村
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力量。

市场铺路
在做大做优水果产业的过程中，菖

蒲塘村积极探索市场化新模式，加快了
发展步伐。

去年 6 月，菖蒲塘村老支书王安全
退休，周祖辉“接棒”。周祖辉既是村党委
书记，也是湖南省周生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为实现水果产业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菖蒲塘村与公司建立深度合
作关系，由公司保底收购村里生产的蜜
柚、猕猴桃等水果，并进行深加工，制作
成蜂蜜柚子膏、猕猴桃果脯等产品，提升
水果附加值，助果农持续稳定增收。今年
国庆节期间，记者走进周生堂公司二楼
展览购物厅，见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前来
参观、购物的游客络绎不绝。

菖蒲塘村还依托电商，扩大市场，让
水果产业实现“借船出海”。今年3月初，
该村电子商务中心正式运营，采取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本地优质农
特产品，打造全县农特产品展示中心和
销售窗口。目前，销售总额达到120多万
元。村里电商从业人员也发展至50多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湖南日报10月 9日讯（记者 黄婷
婷）今年的国庆假期，不仅满足了“蜗居
人士”盼望已久的出游心愿，愈加便捷的
数字生活服务，更让人们的消费和出游
有了新体验。

第一次来长沙不要紧，打开手机，外
地游客也能尝到本地特色。

“排了一个多小时队，终于吃到了招
牌菜皮蛋肉丸，果然地道！”10月7日，山
东的周先生特意来长沙袁家岭附近的乡
院子私菜品尝湘菜。他列了一个长长的
店铺名单，这都是他从大众点评、小红书
等APP上搜罗的长沙地道美食，其中不
乏东升饭店、湘春酒家等长沙“老口子”
私藏的“宝藏”店铺。

有了线上平台，深居陋巷的小众
店铺也不怕无人赏识。隐蔽在长沙侯
家塘一栋居民楼里的 WITH KAFE 咖
啡馆，直到今天才逐渐恢复平静。老板
告诉记者，开业 3 年多了，今年国庆假
期，不少年轻人按照大众点评上推荐
的地址前来“探店”，面积不大的咖啡
店每天都排起长队，甜点往往到下午
就售罄了。

出游忘带东西也不用慌，饿了么的
“送万物”体验，拯救了“小迷糊”。今年
“十一”期间，送往酒店、景区等旅行场所

的洗护用品、母婴产品等销量同比增长
2倍以上，充电器、充电线等电子配件订
单量更是大增超过 4 倍。8 日返程，湖北
的姜女士刚到长沙火车站，突然想到自
己把电脑充电线落在了酒店前台，赶紧
下单跑腿服务，在进站前从跑腿小哥手
里拿回了充电线。

“旅行点外卖，出游代排队”，也是今
年的新潮现象。国庆假期，苏宁、家乐福
的线上到家订单同比增长170%。美团平
台在假期接到的需求既多样又个性化：
代排队、买奶茶、照看宠物……国庆期
间，长沙“一夜入冬”，“帮忙买件衣服”成
为人们的普遍需求。饿了么则表示，黄金
周前 5 日，文和友等网红店的代排队订
单同比增长数倍。

根 据 阿 里 巴 巴 10 月 6 日 发 布 的
《2020“十一”假期消费出行趋势报告》，
今年国庆假期的消费出行还有这些新变
化：商场推出的免费邮寄服务，让人们逛
街不再拎袋；支付宝上，租充电宝的搜索
量达到“五一”假期的 1.4 倍以上，租相
机的人也增多了，给出行减轻不少负担；
游玩回家给亲朋好友带礼物，更多人选
择网上购买。环比今年“五一”，国庆期间
淘宝天猫上湖南酱板鸭销量上涨 52%，
解放了人们返程的行李箱。

数字生活服务便捷
消费出游有新体验

水果铺就致富路
——凤凰县菖蒲塘村加快脱贫与全面小康建设

湖南日报10月 9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江钻）今年国庆中秋假
期，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创新高，而拥
堵现象大幅减少。省高速公路路网运
行监测指挥中心今日发布消息称，10
月1日至8日，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
达 2982.9 万辆次，日均流量 372.9 万
辆次，同比增长13.26%。

据介绍，10月1日当天，全省高速
车流量达 459.89 万辆次，同比增长
23.65%，是平日流量的2.48倍，创湖南
高速公路国庆假期单日车流量新高。

“两节”假期，高速公路货车日均车流量
达32.37万辆次，同比增长20.06%，创
国庆假期日均货车流量历史新高。

路网客货交织，保畅压力增加，但

拥堵缓行收费站数量大幅下降。“两
节”假期，拥堵长度达500米以上的收
费站，日均同比下降42%，公众出行更
高效便捷。

今年 8 月底，长常北线高速长益
段建成通车，有效缓解了长张高速长
益段的交通压力。“两节”假期，长张高
速长益段日均车流量达6.5万辆次，同
比下降 13.2%。而长常北线高速长益
段日均车流量达5.1万辆次，极大分流
了长益高速车流。

长假期间，郴州汝城沙洲瑶族村
游客激增，距离该村最近的厦蓉高速
文明收费站车流量也创新高。文明收
费站总车流量达3.6万辆次，同比增长
了75.28%。

国庆中秋假期
高速公路出行新变化

车流量涨了 拥堵减少了

湖南日报10月 9日讯（记者 唐
亚新 通讯员 周俊波）记者昨天从长
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年来，
长沙边检共查验出入境航班 3714 架
次，查验出入境人员 25.6 万余人次。
其中，查验出境人员 12.6 万余人次，
入境人员13万人次。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是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首个长假。针对长假期间出
入境人员、航班快速增长等情况，长
沙边检采用两倍警力值班和备勤，并
强化疫情防控工作，各环节、全流程
强化防范海外疫情输入风险，确保出
入境人员安全通关。

长沙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长沙边检在多举措严防境外疫
情输入的同时，不断优化勤务模式、
货运航班出入境查验流程，开设边
检“绿色通道”，为口岸的安全稳定
和地方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截
至目前，长沙边检缩减近 1500 余架
次货机在口岸通关等待时间，累计
保障近 3 万吨防疫物资、民生物资
和复工复产物资“快装卸”。此外，长
沙边检还组建数据研判专班，组织
对涉疫大数据进行分析，实施快速
精准信息排查，第一时间数据共享
有关部门。

长沙边检今年来查验
出入境人员25.6万余人次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薛敏 欧阳婷）国庆假期昨
日收官，省机场管理集团发布消息称，
10月1日至8日，全省机场预计完成旅
客吞吐量82.7万人次，日均客流超10
万人次，有望创历史新高；预计保障航
班起降6337架次，同比增长3.3%。

省机场管理集团介绍，国庆假期，
除海口、三亚、上海、北京等传统热门
城市外，西安、厦门等城市客流增长明
显。8天假期，预计长沙机场国内航班

起降架次同比增长 15.6%，国内航班
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12%；预计省内
支线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17.71 万人
次，同比增长3.6%。

国庆假期，民航客货运双双上涨。
全省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4398吨，同
比增长 52.7%；其中国际货物 1989
吨，同比增长 136%。长沙机场共执飞
至洛杉矶、纽约、莫斯科、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的全货机航班26班，进出货物
1984吨，比去年同期增长298%。

国庆假期收官

全省机场客货运齐升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段涵
敏）10月9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官网通
报，10月8日0-24时，湖南省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当日
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
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隔离0例，
尚在医学观察4例（均为境外输入）。

截至10月8日24时，湖南省累计
报 告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1019 例 ，死 亡 病 例 4 例 ，出 院 病 例
1015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27896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27784人，尚在接
受医学观察112人。

湖南新增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例

均为境外输入

带着妈妈上大学
10月8日，邹晴在宿舍里炒菜。邹晴出生在衡阳县曲兰镇船山村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10岁时，父亲和外婆先后病逝，妈妈由于肌肉出现萎缩，神经功
能不能恢复，造成肢体畸形，生活不能自理，生活的重担全落在邹晴身上。
2019年9月，邹晴考入了位于衡阳市的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完
成学业与照顾妈妈两不误，她带着妈妈上大学。学校了解其事迹后，免去了她
的全部学费，还专门安排了一套两居室，方便她照顾母亲。邹晴的事迹感动了
很多人，今年，她获得了第六届（2020年度）“湖南省向上向善好青年”、2020
年6月“孝老爱亲湖南好人”的荣誉称号。 曹正平 肖明 摄影报道

1月2日，邹晴背妈妈准备出门（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10月 9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黄欣芳 刘灵宁）近日，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长沙市市场监管
局联合督查组开展“保安全促发展”专
项督查，重点检查游乐场特种设备使
用情况，要求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
民众安度欢乐祥和的节日。

国庆假期，位于长沙大王山的湘
江欢乐城旅游人气持续升温。在湘
江欢乐城欢乐雪域，督查组仔细查
看在用大型游乐设施注册登记、监
督检验、隐患治理、安全管理制度、
技术档案建立等情况。要求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大型游
乐设施及观光车辆使用前检查、使
用过程中安全保护装置确认、安全

使用须知宣传等工作，确保大型游
乐设施运行安全，确保游客的人身
财产安全。

带队督查的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
曙光表示，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要深化
安全生产整治三年行动，持续深入开
展等级旅游景区大型游乐设施设备的
安全隐患整治，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确
保风险隐患排查到位，问题隐患整改
到位，为市民游客提供安全高质量的
游乐产品服务。

督查组还前往长沙尚海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查看该公司“发芽糙米
产业”项目及糙米种植基地，要求粮食
种植确保土质符合安全标准，夯实产
品质量，让百姓吃得安心。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督查
确保游乐设施安全运行 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长假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全省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和长时间大范围拥堵

湖南日报10月 9日讯（记者 唐
亚新 通讯员 邓彪）记者今天从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获悉，国庆、中秋长假期
间，全省累计启动执法服务站 2031
个，日均出动警力 2.1 万人次、警车
4694台次，查获各类交通违法41.7万
起，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未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未发生长时间、大范
围交通拥堵。

节前，交警总队部署开展农村道
路隐患排查交叉检查，共排查各类安
全隐患1360处。高速交警开展高速公
路重点隐患“清扫行动”，消除安全隐患
112 处，上门约谈重点运输企业 40 余
家，督促70余台客危货车辆违法清零。

长假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总流量

达到3180万台次，单日流量峰值突破
508万台次。为应对车流高峰，全省公
安交警取消休假，最大限度把警力摆
上路面。省公安厅相关领导多次调度
重点路段路面勤务部署、通行秩序情
况，并深入一线实地督导检查。全面启
用公安交警执法服务站、治超站、农村
交通安全劝导站、警保合作劝导站等
执法站点，其中公安交警执法服务站、
治超站实行24小时战时勤务。

此外，全省公安交警严厉打击酒
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查获酒驾醉驾
212起。通过深化省际协作、警路协作
等，成功应对车流高峰 16 波次。密切
警保联动，严防次生事故和交通拥堵，
共快处快结交通事故8667起。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湖南日报10月 9日讯（记者 施
泉江 通讯员 颜雨彬）记者今天从省
消防救援总队获悉，国庆、中秋假日期
间，全省共组织消防安全检查组 1441
个，检查单位 4207 个，整改火灾隐患
5036 处。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
下降 62.8%，损失数下降 52.1%，未发
生较大以上和有影响火灾事故，全省
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针对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湖南商
业活动形式多、文化活动覆盖广、旅游
景区人员密等特点，全省各级消防部
门成立检查组，深入大型群众性节庆
活动、旅游景区、商场等人员密集场

所，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宣传消防安全
知识，严守节日安全底线。尤其针对景
区客流量动态变化，部署开展分阶段、
分区域的消防安全排查和消防车辆流
动执勤。

同时，我省还有针对性地开展消
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和新媒体，及时发布长假消防安
全风险提示，指导相关行业单位落实
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累计开展消防
宣传活动7800余场次，在各类媒体平
台播出消防提示、公益广告22万余条
次，向目标人群发送消防短信425万余
条次，营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氛围。

假日期间检查单位4207个，整改隐患5036处

全省火灾事故数同比降六成多

▲ ▲（上接1版）
演出过程中，熊基林数次落泪。看到

村里的年轻人被迫外出打工，他想起了
自己的家乡也曾是这样。看到龙书记为
了支持村里的产业发展，优先解决老百
姓亟需解决的问题，拿出自己的积蓄。他
想到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驻村第一书记，
同样为老百姓的事贴钱贴米，不计付出。

“回想参与扶贫工作的这些年，有很多酸
甜苦辣。但能为这份伟大的事业作出自
己的贡献，很值，很自豪。”

“今天有许多扶贫干部来到现场，相
对于其他观众，我们的感受更深刻。”常
德市石门县扶贫办主任覃事用说，他十
分熟悉义务到该县薛家村扶贫的王新
法。10月9日上午，他参加了黄诗燕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晚上看《大地颂歌》，他
想到奋战在扶贫一线的战友们舍生忘
死，热泪盈眶；看到剧中的扶贫故事，感
同身受。

“《一步千年》那一幕，仿佛看到了我
们郊溪村。我们村118户精准扶贫户，有
101 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走出了大山。
我们村处于原始次生林，原本没有公路，
老百姓能搬出大山真的不容易，像极了
剧中的‘小雅一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永顺县小溪镇郊溪村支部书记黄天
伦说，这部剧激励他撸起袖子加油干。

艺术的力量，让宏大主题
走入人心

“扶贫戏非常多，没想到湖南的《大
地颂歌》这个戏可以走到心里来，让我感
动，有些地方让我眼眶湿润。”中国文联
主席团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
白表示，在舞台上演绎精准扶贫这样宏
大的主题，有艺术的力量，有动人之处，
非常难得。

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
贫”重要论述的首倡地。中国音协分党组
书记韩新安认为，《大地颂歌》以十八洞
村为缩影，反映湖南乃至全国脱贫攻坚
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选题精准，思想
精深，站位很高。

《大地颂歌》打破了常规的艺术表现
手法，将歌、舞、音乐等多种舞台形式集
于一体。“艺术贵在创新，难在创新，创新
很不容易。剧中有很多创新点。”中国音
乐家协会副主席张千一说，“如整体的音
乐设计，既有新创作的语汇，又让我特别
欣喜地看到，剧中非常用心地选用了几

首老的作品。合唱突破了传统意义，有一
种旁白式带情境、带人物性格的演唱方
式。”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则
对剧中的两次“出山”特别赞赏。“一开
场，老百姓要出山去打工；最后，大家要
搬到新家去，也要出山。第一次出山是因
为嫌自己的家太穷，要挣钱只有出去才
能改变贫穷。第二次出山是要拥抱世界。
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不是把自己封闭在
这个山沟里，而是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他说，两次出山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因
此，前后两次“出山”，是这部戏特别精彩
的地方。

丰富的视角，让年轻观众
被“圈粉”

“《大地颂歌》既有一种宏大的叙事，
又有人物情感的心理表达，还有从儿童
视角出发对扶贫攻坚的描绘，放到各个
年龄层次，都非常吸引人，对青年观众有
引导作用。”中国艺术报社副总编余宁如
此评价。

记者注意到，《大地颂歌》首次公开
演出以来，走进剧场观看的观众，的确有
不少是年轻人，甚至有观众专程从省外
赶来。

“还好我来了！之前我在湘遇微信公
众号上看了很多报道，里面透露了一些
剧情，我有点犹豫要不要来现场。”90后
观众佳卉说，“现场的感官体验与观看视
频完全不一样，让人沉浸其中。扶贫工作
队队员救小雅的一幕，深深揪着我的心，
仿佛我就在那个雷雨夜，在泥泞里。留守
儿童合唱团唱歌时，全场响起掌声。相亲
大会让我们觉得很欢乐。虽然给人的感
受不一样，但都传达了坚定的信念。”

“《大地颂歌》讲述了扶贫不只是物
质的支持，扶贫需扶志、扶智，我们更需
要在教育、医疗、思想等方面去帮助贫困
群众。”90 后观众郝则冉曾在湘西的一
家孤儿院当支教老师。她认为，《大地颂
歌》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建议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巡演，让更多城市里的孩子看看
大山里的孩子生活的不易。

00后小观众陈文雨则说，无私奉献
的龙书记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参与采写：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邓
正可 彭艺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瀚潞
周林熙 华声在线记者 冯宇轩 通讯员
蔡蓓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