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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进入 11 月以来，地市办展会的热情，
大有高涨之势。11月5日，2020年湖南（衡
阳）非遗博览会，为衡阳市民送上了一场视
觉和味觉融合的盛宴。紧接着，为期五天的
2020株洲住宅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网签
销售新建商品房 4161 套。2020 永州·蓝山
国际皮具箱包博览会也将开幕，助力蓝山
打造“中国皮具箱包创新之都”。

地市以上，全省、全国的会展业，更是
发出了强烈的加速复苏信号。全国来看，9
月，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
京举办；10月，为期10天的第128届广交会
在“云”端开展；11月，第三届进博会在上海
闭幕……重量级展会一场接一场。在湖南，
前不久的农博会，现场零售额超7.21亿元；
2020 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 11
月13日登场；2020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11
月14日在长沙开幕，全国24省份将参展。

“如果一个城市办会展，就相当于一架
飞机在这座城市上空撒钞票”，会展经济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会展业被誉为“城市经济
发展的晴雨表、风向标、助推器”“城市的面
包”“走向世界的窗口”。美国纽约、法国巴

黎、德国汉诺威、瑞士日内瓦和中国香港、
上海等这些世界级都市，无一例外都是著
名的会展城市。

今年年初疫情突袭，虽让许多展会陷
入停滞，但同时也为会展业带来诸多机遇。
比如，展会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验证。今年

“五一”期间举办的2020年湖南车展，被称
为“全国恢复会展后的第一个大型展会”。
在严格防护措施的要求下，不仅办展水平
得到提升，车展销售额达到 52 亿元，更给
当时陷入低迷的经济形势注入了宝贵的信
心。此外，疫情也为展会企业发展优化了竞
争环境，带来一个优胜劣汰、沙里淘金的过
程。展会催化行业充分竞争，也推进更多主
办方之间的合作，在高效低耗的互通中不
断释放市场价值。疫情更促进了会展业数
字化的发展，线上与线下的“双线”会展模
式，成为未来行业的必然趋势。

有机遇，亦有挑战。目前来看，受创的
会展经济恢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重启后
展馆的高负荷运作，经济下行对整体运营
成本和效率的影响等，都需要重新思考。数
字化背景下，线下会展如何融合线上导流，
如何设计、策划和组织实施会展活动都需
要重新破题。搏击会展业，湖南大有可为。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湖南江西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互为客源市场，
文化旅游交流互动频频。11月11日，湘赣两省文旅
行业大咖共聚湖南雪峰山大花瑶景区，在疫情常态
化背景下，发起成立湘赣乡村旅游大联盟，谋求携手
开拓跨省旅游市场，助推两省旅游复苏和乡村振兴。

共组湘赣乡村旅游大联盟

受疫情影响，乡村休闲度假走俏市场。消费浪
潮产生，跨省旅游放开，竞争热潮也在上演。

11月11日，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
院、吉首大学中国乡村旅游研究院、雪峰山文旅集
团首倡，湘赣两省众多旅游公司发起，共同成立湘
赣乡村旅游大联盟，加强两省乡村旅游研究，开展
资源共享、市场共通、人才共用。

“旅游业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元气恢复
还需时日。时下，传统的观光旅游难以满足消费需
求，高频次、短距离、小而美的乡村度假成为新趋
势。”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邹勇
文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出入境旅游停
摆，国内游迎来发展机遇。对旅游业来说，跨省旅
游是扩内需，是构建“国内大循环”，探讨跨省旅
游、振兴乡村旅游，是旅游业复苏突围的机遇，值得
业界关注。

湖南省旅游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张建永
认为，两省旅游实业家共谋乡村旅游发展，组建乡
村旅游大联盟，将促进资讯、文化、客源等要素流

通，推动“两山”理念转化，造福两地山区百姓。

激活乡村度假巨大潜力

乡村旅游迭代升级，不再限于农家乐，还有山
野农舍、乡土人情、兴趣雅好。

凤凰县竹山村“竹山乡居”精品民宿，于今年疫
情期间开业，50余栋房几乎天天爆满。湖南凤凰旅
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顺心认为，乡村旅居回归自
然，充满归真情怀，市场潜力巨大。

婺源正被越来越多的湖南游客向往。“挂在”山
崖上的婺源篁岭古村，数百栋徽派古民居错落有致
地分布在百米落差的坡面上。在地方政府支持下，
这个依托山居村落的景区，完善了交通水电等基础
设施，村民搬出破旧的房屋住进山下新房，古宅修
缮后作为民宿对外经营。

婺源乡村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向阳说，原来
无人问津的篁岭蝶变“网红”，今年国庆期间，每天
有超过2万人次游客前来打卡。

张家界“五号山谷”，把野奢做到极致，被誉为
“中国十大必睡民宿”。五号山谷文旅集团董事长陈子
墨说，“五号山谷”品牌化连锁化运营，正大步走向全
国市场，婺源发展民宿的经验值得湖南业界学习。

古丈县牛角山村夯吾苗寨“走红”，去年接待游
客200多万人次，红茶绿茶、五谷杂粮、腊制品等特
色山货和苗家银饰、湘西手工品等旅游商品俏销，
营销收入超4亿元。湘西夯吾苗寨旅游公司董事长
龙献文表示，要加速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以更优质
的乡村旅居产品拓展江西客源市场。

打好文化民俗差异牌

在婺源，吸引游客的，除了世外桃源般的美景，
还有“晒秋”。

辣椒、稻谷、绿豆、黑豆……农作物当“颜料”，
一幅赤橙黄绿交织的画作铺就在一栋栋徽派古建
筑的楼顶上。

“这是篁岭580多年前建村以来就有的生活方
式。而今，这一农家庆丰收的农俗已演变成农俗景
观和独特的地域乡土符号。”婺源乡村文化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向阳说，“晒秋”正是婺源汇聚流量的文
化IP。

“国家 5A 级景区龙虎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世
界地质公园，道教文化深厚。”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副主任倪爱华说，湘赣两省山岳型景区多，打
好文化牌，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路径。

走进瑶寨，被花瑶姑娘逮住，灌上一碗米酒，吃
上几口大肉，瞬间被浓浓的花瑶风情包围。在雪峰
山大花瑶景区，可玩大地艺术、徒步穿越、溯溪攀
岩，住山居民宿、房车酒店、帐篷营地，还可玩农耕
节庆、民俗技艺。短短5年时间，雪峰山大花瑶景区
跨区域联动开发，已成功打造了2个国家4A级景
区、2 个国家 3A 级景区，年接待游客 150 多万人
次。

“挖掘花瑶文化，景区打造了《花瑶喜宴》沉浸
式体验剧、‘讨僚皈’乡村音乐会等旅游产品。”湖南
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实控人陈黎明说，

“活化”的特色民族文化资源，不仅是旅游复苏的动
力，也是旅游市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和灵魂。

■名片
郭华林，1968年2月出生，1990年8月进入慈利县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从教30年，先后担任12届班主任，
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优秀班主任”，
2017年9月被评为张家界市“模范班主任”，2020年10
月被评为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最美班主任”。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左右左，左右左，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11月4日上午，慈利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操场，66
个班级3000余人身着校服正在课间跑操。红青两
色的身影犹如条条绸带，整齐且壮观。计算机116
班的班主任郭华林跑在学生侧边，步伐矫健，神情
严肃。

“班主任凶吗？”跑操结束后，记者拦住学生
们。七八张笑脸都摇头。一个名叫熊潘的学生为老
师辩解：“他看上去很凶，但其实很温柔，我们都叫
他‘郭爸爸’！”

郭华林能当上“爸爸”，是因为年复一年的爱
的坚守。

1990年夏，从长沙农校水产专业毕业的郭华
林，满腔热情地进入慈利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郭
华林很快发现，中职学生大多是留守少年，长期缺
乏父母陪伴，不善表达，性格也叛逆。

“要帮助他们，必须要走进他们的内心。”在长
达数夜的思考后，郭华林决定用书信和学生交流，
并承诺保守书信里的内容。于是，从1990年开始，

“书信教学法”成为郭华林与每一届学生的见面礼
与“必修课”。

信里写啥呢？家庭情况、性格爱好、人生理想，
任何想对老师说的都可以写上，郭华林承诺会回
复每一封来信。一来一往的书信，郭华林坚持了30
年，收到了500余封信，也回写了500余封，从未落
下一个学生。

“讲心里的委屈，说我的梦想。”提及写给郭华
林的第一封信，熊潘腼腆地笑了。她是一个心思细
腻的女孩，心里一直藏着要考湖南师大的梦想，但
被同学说是“痴人做梦”，为此她还哭过几回。

“是郭老师让我重拾了自信。”熊潘说，郭老师
在信里把她的优点一条条地摆出来，并按月列出
学习计划和目标，还严格监督执行。渐渐地，熊潘
找回了自信，还成了班上的学习标兵。

有了书信交流，郭华林和学生们的心近了。
1998年，郭华林当上了父亲，有学生开始叫他“郭
爸爸”。2008年，为人父10载的郭华林更是把一颗
心袒露给学生们，“在学校，我首先是你们的父亲，
其次才是老师。”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学生喊他“郭
爸爸”。

小海是郭华林上一届的学生，聪明伶俐，但性
格倔强，经常敌视女同学。通过书信交流后，郭华

林才解开谜团。原来，小海从未见过父亲，却跟随
母亲3次改嫁，心里对母亲充满恨，想通过故意打
架等行为来报复母亲。

郭华林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个孩子。在这场“持
久战”里，为了改变小海对母亲的敌意，郭华林在
班上定了一个“每个周末打电话问候父母”的规
矩，若未完成，会受“惩罚”。同时，郭华林还和小海
的妈妈演起了“双簧”。若小海犯错，郭华林会要求
其母亲将其领回家思过，需母亲再三“求情”，才准
许小海回校。几次后，聪明的小海识破了老师的苦
心，慢慢和母亲的关系亲近了。心中有了爱，小海
爱学习了，成绩也越来越好。

2014年下学期，郭华林担任学校“民进·同心
2班”班主任。凭借书信交流，郭华林摸清了班上家
境最贫困的22名学生情况，在开学第一个月，驱车
数百公里对所有家庭完成家访。

在他的帮助下，爱心人士每年对小唐进行
2000元的长期资助；学校为小邹母亲筹集了2万
余元医疗费；小吴终于有了孤儿证，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8人考上本科院校，14人被推荐就业，2人应
征入伍……”忆起这一届贫寒学子，郭华林非常自
豪。他说，这得感谢学生能在信里袒露心声，感谢
学生对他的信任。

回首这30年里，郭华林的“书信教学法”惠及
无数学子。如今，在他的办公抽屉里，依然保存着
那些书信，而郭华林独特的“书信教学法”，也得到
了学校的认可和推广。

“这个方法超厉害，解决了我不少难题。”商务

2 班的 90 后班主任邓淑媛告诉记者，在学校班主
任培训会上，郭华林分享的“书信教学法”得到很
多老师的“效仿”。

“带班有方，治班有道。”学校党支部书记陈家
辉赞扬郭华林不仅是学生的好老师、好爸爸，也是
老师的好榜样，学校的模范担当。

■记者手记

他填补了孩子们缺失的“父爱”
上官智慧

郭华林的抽屉里，有一个个纸盒，里面装满学
生们写给郭爸爸的祝福纸条，还有一张2009年的
生日光盘。

抚摸着这些早已褪色的纸条，郭华林说，他用
父亲的爱来爱这些孩子，而孩子们以如此纯粹的
方式回报他。看到这些纸条，他就想用更多的爱来
面对新一届学生。

回首三十载，郭华林不辞园丁苦，但求桃李
香。面对一群敏感脆弱的中职学生，他一人分饰多
角，严厉的老师、慈祥的父亲和亲密无间的朋友，
为他们解疑答惑，帮他们坚定信心，帮他们指引方
向。

未曾见过父亲，也未曾得到父爱的小海说，是
郭老师填补了他缺失的“父爱”，也是郭老师让他
感受爱的伟大。30年来，郭华林用执着与“父爱”，
给无数个山里的孩子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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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林：喜欢写信的“郭爸爸”

11月4日，课堂上的郭华林。 向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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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湘赣旅游“大循环”
如何转起来

会展业快速“回血”，机遇与挑战同在

洞庭长江出发
潮

——2020全球候鸟跟踪守护行动

“ ”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为

11月12日，来自湘、鄂、赣、粤、京、辽
等地的环保卫士，抵达东亚鸟道的咽喉——
河北乐亭县大清河盐场。这里不但是洞庭
湖越冬候鸟的“加油站”，还拥有一艘属于
候鸟的“诺亚方舟”。

照例是清晨 6 时出征。志愿者获悉，
有 600 多只白鹤迁到大清河。为何前几年
白鹤很少在此停留，今年却一下子出现这
么多？鸟类专家周海翔教授很想实地探个
究竟，他和辽宁摄影家王敏等去了湿地，
足足观察了一整天。

湖南志愿者周自然、李剑志等则孜孜
不倦地在滨海“潮间带”搜寻鹬的身影。周
自然称，这里有 50 多种鹬，大都会南飞，
成千上万的反嘴鹬会飞到洞庭湖，在君山
区壕河形成“鸟浪”。

“那种嘴巴向上弯的就是反嘴鹬。它
觅食时，弯嘴巴在水中左右摆动。”周自然
提醒记者。

“反嘴鹬有独特的生存之道。”周自然
说，“它的幼鸟一出生就会走路，能在泥沙
地里行走如飞，一旦遇到危险，鹬父母就
发出‘句句’的警告，宝宝会就地卧倒，一
动不动，装死。鹬父母则做出夸张的动作，
引开天敌的注意力，在不远处假装受伤。”

志愿者们来到大清河候鸟救助站。
“跟着大雁去迁徙”活动在这里设立了 6
号护鸟碑，站长田志伟是一位有传奇色彩
的“土专家”。2004 年，他在大清河盐场工
作时，偶然救下 13 只中毒的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东方白鹳，从此开始了对鸟类的研
究与保护。

2010年，田志伟承包了35亩地，建起
候鸟救助站，开挖池塘，注入淡水，种植水
草，使候鸟有吃有喝。“虽然小，但这是一

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田志伟对自己这片
候鸟乐园颇为自豪。他估算，近 10 年来，
已收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300 多只、二级
保护动物1000 多只，其中不乏丹顶鹤、白
鹤、白琵鹭、苍鹰等，自去自来的候鸟不计
其数。

“从这里过境的候鸟有 398 种，越冬
的有59种，停留繁殖的有28种。90%的鸻
鹬迁徙都会经过这里。”田志伟欣慰地说。

在这里，大伙看到很多天鹅、大雁、东
方白鹳、野鸭、鸻鹬等，都是周边群众送来
的“伤兵”。其中，有一只叫“卓玛”的斑头
雁和它的后代。

斑头雁生活在高寒地区，在唐山出
现 ，属 于 迷 鸟 。田 志 伟 收 治 后 ，曾 驱 车
2400 公里把“卓玛”送到青海湖。虽因检
疫的问题未能成功放飞，但整个过程充满
艰辛和人文美。后来，“卓玛”在救助站跟
一只家鹅自由恋爱，至今已成功繁育四
代，其乐融融。

田志伟打开窝棚，呼唤“卓玛”。“卓
玛”一家前呼后拥，随他漫步。田志伟驻
足，它们也停下；田志伟小跑，它们竟飞起
来抢到田志伟的前面去。

“跟鸟打交道，只要用心就行。你对它
好，它对你更亲。”田志伟望着这些收养的

“子女”，满怀深情。
“洞庭湖候鸟在这里不会受委屈，请

大家放心。”田志伟特意说起自己成功救
助的迁徙反嘴鹬，以及为反嘴鹬做人工孵
化成功的经历，“我这里一次孵化了 85 只
反嘴鹬放飞，其中两只在放飞 3 年后，还
在香港被观察到。”

“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王相辉问。
“希望多带几个徒弟。”田志伟指了指

身后的东方白鹳，“它们能活四五十年呢。
我要是不在，它们也要活下去。”

好鹬飞向洞庭去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赵喜鹏 丁白玉

金黄色的橘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柚子散发着
清香，成群的人正忙着采摘果实……初冬时节，记
者走进湘潭市岳塘区盘龙大观园产业扶贫基地，感
受到浓郁的丰收气息。这也是该区产业委托帮扶结
出的硕果。

作为湘潭市中心城区，岳塘区早在2015年就
已全面脱贫。“要脱贫不返贫，给贫困户分发果树
苗、鸡苗、鸭苗的产业扶贫老办法，已很难奏效。”岳
塘区委副书记、区长郭勇介绍，今年来，该区立足实
际探索出一条“龙头企业+村合作社+智慧服务平
台+农户”的“四合一”模式，帮助贫困户从稳定脱
贫迈入全面小康。

在多次实地考察后，岳塘区今年确定由辖区资
金和技术实力雄厚的盘龙农业科技公司作为产业
扶贫唯一实施龙头企业,将1144.8万元扶贫资金入
股盘龙科技，入股资金量化并全覆盖到全区127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盘龙科技则与贫困户签订产业扶贫协议，将水

果种植、特色养殖等作为主要产业扶贫项目。5年
帮扶期内，贫困户分成比例不低于量化到每户资金
的8%，每户每年收益不低于540元。

今年中秋节前夕，盘龙科技提前将每户540元
（总计68万余元）收益打到贫困户账户上，让大家
度过一个祥和的佳节。贫困户李小宁开心地告诉记
者，除获得稳定产业扶贫收益外，她还在盘龙扶贫
基地务工，每月可赚2000多元。

像李小宁一样高兴的，还有在指方村黄桃基地
工作的贫困户袁建家。指方村因地制宜，成立高家
组高家果木专业种植合作社黄桃基地，打造“十里
黄桃”品牌，每年吸引10多户贫困户来此就业，产
品可就近卖给国家4A级景区盘龙大观园的游客。
今年，40 亩黄桃 530 余棵黄桃树挂上了饱满的果
实，产果近 2.5 万公斤。土地租金、人工劳务、年底
分工等加起来，一年可为全组120余人增收6万多

元。据统计，像这样的村合作社，岳塘区共有19个，
全区每年约有100名贫困户通过村合作社受益。

贫困户身处乡村，无法又快又全接收有效求职
信息，为此，岳塘区与辖区企业华顺人力资源公司
对接，解决了这一难题。借助华顺公司研发的“小马
速招”智慧服务平台，贫困户只需打开手机小程序
或到村里找到智能招聘大屏，足不出户就可完成点
对点查找岗位、投递简历、线上面试、线上培训等诸
多环节。

岳塘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特别是在今年
疫情期间，“小马速招”智慧服务平台架起了贫困户
与本地用工单位之间的桥梁，近10个月，该平台帮
助27名贫困户成功找到工作。

岳塘区委书记陈爱民说，将进一步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的“落实‘四个不摘’，建
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全面
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求，积极探索乡村振
兴的“岳塘路径”，让村民更富、乡村更美。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资金集中使用，龙头企业帮扶，在线寻找工作——

岳塘区：“四合一”模式防返贫

11 月 12
日，志愿者在
河北省乐亭县
大清河湿地拍
摄的反嘴鹬。
它们也是洞庭
湖的常客。

李剑志 摄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过围绕“专、精、特、小”做文章，抢滩新基
建发展，今年以来长沙市人工智能及机器
人（含传感器）产业链实现逆势增长。1至9
月，全产业链规上企业预计产值 74 亿元，
同比增长 23%；其中机器人产业集聚区链
上规模企业预计实现产值20.4亿元，同比
增长68.3%。

产业链高速发展离不开先进制造业项
目的“给力”。长沙一方面加速推进标志性
项目“长步道机器视觉光电生产基地”的建
设，项目目前已完成实际投资约3亿元，投
资完成率150%。另一方面加快存量企业的

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成功推动12家市智
能制造试点企业完成技术改造，顺利实施
14个市智能制造专项支持项目，总投资约
4 亿元。同时，通过实施冠军培养、攀登实
施、火炬升级、凤凰行动、深蓝精耕等高质
量发展计划，从科技创新、技术扶持、人才
培育等方面为企业赋能，持续推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长沙全力推动产业链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今年以来，完成链上新增企业30
家，引进蜂巢互联、聚虹光电、华鸿锐光等重点
项目22个，其中可孚、申亿、华鸿锐光等9个项
目投资过亿，预计新增投资38.6亿元。

长沙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今年1至9月全产业链规上企业预计产值74亿元，

同比增长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