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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
11月19日，2020全球候鸟跟踪守护行动

组进入离洞庭湖大堤约 5 公里远的岳阳市屈
原管理区东古湖湿地，考察小天鹅在当地的聚
集情况，与当地负责人探讨保护小天鹅事宜。

东古湖湿地位于屈原管理区营田镇荷花
村，是岳阳市退耕还湖还湿试点项目，面积达
1000多亩。11月9日，约2000只小天鹅意外降
临此处。当地居民和不少网友既惊喜又疑惑：天
鹅为何从外湖迁进了内湖？如何才能留住它们？

应屈原管理区委、区管委会邀请，候鸟跟
踪守护行动组来到荷花村实地考察，以帮助当
地科学保护小天鹅。

在一个接近小天鹅栖息地的路口，一块写
有“天鹅栖息，游客止步”的标志牌悬挂在路口
防护网上。大家踮起脚尖，只见近2000只小天
鹅正游弋于两丘稻田的浅水中，或安静觅食，
或嬉戏打闹，或展翅翱翔，一副旁若无人的派
头。农田上空，一大群针尾鸭来回飞行，似乎在
好奇观望底下新来的客人。

“以前东古湖湿地偶尔出现过少量天鹅，
但像今年这么多还是首次。”该区自然资源局
负责人陈骏告诉记者，湿地地处居民生活区
域，当大群天鹅落脚后，周边群众纷纷赶来，驻
足观看。

“过去是稻田，为何今年变成‘天鹅湖’？”
鸟类专家周海翔教授提出问题。区管委会主任
万东陪周海翔下到田间，介绍近年来湿地修复
情况。“我们把堤内一些冷浸田改成人工湿地，
引入南北干渠中的水在湿地循环，让芦苇等水
生植物自然生长，尽可能恢复原生态湿地环
境。”万东说。

“这里不烧秸秆，秸秆都是利用微生物化

解，空气变好了。”陈骏补充道。
“我们还搞了生猪退养，水质好了，老百姓

的环保意识也提高了，这些可能与天鹅越来越
多有关系。”一旁，水稻种植户周水平兴致勃勃
地补充。

连日来，屈原管理区林业、公安、检察等部
门联合成立专项小组，在天鹅栖息地附近悬挂警
示牌，安排人手24小时巡逻，为天鹅保驾护航。

小天鹅栖息的稻田为稻虾田。同一块田
里，农户春天养殖小龙虾，夏天种植水稻，秋天
收获深受人们喜爱的稻虾米。冬季，水稻收割
后，种虾就在稻田外围的沟渠中过冬。

“天鹅在田里吃的是小龙虾吗？”周水平好
奇地问道。

“天鹅取食的通常是草类。”摄影家王敏拍
到小天鹅从水中取食草茎的过程，她边展示视
频边解答。

“今年长江水位偏高，洞庭湖秋季退水缓
慢，天鹅回来后发现水深无法觅食，只能纷纷
到周边农田觅食。”仔细观察小天鹅行为，详细
了解周边不同水位的农田利用情况，周海翔在
稍后举行的东古湖湿地小天鹅保护专家座谈
会上，提出了初步意见，“稻虾田的出现可能让
水生物发生变化，又赶上这两块稻田水位合
适，再加上它紧邻新建的湿地公园，公众环保
意识提高，人为干扰较少，这些都可能导致小
天鹅聚集出现。”

“我很感动，一个地区对天鹅的到来如此
重视。”湖北野保专家李振文的话给当地群众
送了一颗“定心丸”，“天鹅今年来这里，是试探
性的，但只要给它一个舒适安全宁静的环境，
明年会越来越多。”

“越荒芜，越美丽。”周自然以黑龙江三江
平原水稻田曾聚集小天鹅为例，建议当地避免
现有生境改变，减少人类行为干扰。

周海翔强调道：“农耕方式的改变给天鹅
创造了食物，天鹅和人类之间逐渐形成新的和
谐伴生关系。”

倾听专家们的意见后，屈原管理区党委书
记金晨郑重表态：“我们很乐意保护好这群远
道而来的小天鹅，也一定会做好湿地保护文
章，努力打造我们的生态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我要是照顾你好一点，你是不是就不会
离去？”11 月 7 日晚，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
歌》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上演至第六幕《大地赤
子》时，张凯丽饰演的黄诗燕妻子彭建兰出场，
她的台词不多，仅仅这一句，张凯丽哭了，台下
观众也哭了。

一夜惊怜丝吐尽，三乡切盼燕归来。黄诗燕
倾注一腔热血的奋斗足迹，深深刻在炎陵这片
红色土地上，铭记在父老乡亲心里。

他是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贫书记”
11月7日，立冬，炎陵气温降了好几度，天

更冷了。
清晨 5 时许，炎陵县霞阳镇大源村还笼

罩在黎明前的夜幕中。四周大山，黑黢黢连绵
一片，寂静、阒然。村东头，一栋平房里早早亮
起了灯光，那是村委会主任廖国平家。

在黄诗燕离去近一年里，廖国平时常在夜
里醒来，坐在矮凳上一边抽烟一边愣神，心念
着黄诗燕。

“大源村，是黄书记的扶贫联系村。从2011
年任县委书记起，他风雨无阻每个月都要来村里
看看，跟踪掌握每一个贫困家庭的脱贫情况。”回
忆起生前时刻牵挂大源村的黄诗燕，廖国平抑制
不住内心悲痛，泣不成声。

8 年多时光，黄诗燕的足迹遍布炎陵县
120个村庄，在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路上鞠躬
尽瘁。

11月9日，罗霄山深处，黄桃林层层叠叠。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村民朱圣洪在果园
里修枝，期待来年大丰收。

“搭帮黄书记，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朱
圣洪告诉记者，黄诗燕曾 3 次到他家，动员他
种桃奔小康。

靠着 400余棵黄桃，朱圣洪一家已连续 4
年年收入超过10万元，脱贫致富。

如今，黄诗燕力主大面积种植的“炎陵黄
桃”，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远销海外。像
朱圣洪一样，全县近60%的贫困群众通过种植
黄桃实现稳定脱贫。

“小黄”丰收，人们更加思念“大黄”。
“县委书记黄诗燕，炎陵百姓好喜欢，当官

不摆官架子，不耻下问真青天。”这是炎陵县
95 岁的老党员张朝秀写下的诗句。这位老党
员打心眼里认定，黄诗燕就是百姓心中“最美
扶贫书记”。

“产业强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黄书记
却走了。”在黄诗燕网上悼念馆里，炎陵百姓留
言：“黄书记虽然再也不会来了，但他永远活在
我们心里。”

他是严于律己的“好班长”
黄诗燕从炎陵回自己家，来回近 500 公

里，车程五六个小时。周五下班后往家赶，周日
晚上回炎陵，每周这样奔波，他坚持了近9年。

回到家，一身疲惫。女儿跑过来，捶背揉
肩，陪他说笑，妻子抓紧时间在厨房里忙活，这
是一家人难得的温馨时光。

有时，周五晚上回，周六又走。“跑这么远
的路，在家只睡一晚，待在县里别回来算了。”
妻子体谅黄诗燕。

“我不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不好意思
回去啊。人家也有家，不要给人添麻烦。”黄诗
燕说。

黄诗燕办公室门口，有棵桂花树，每到金

秋时节，馨香沁人。树下，是炎陵县委食堂。没
有外出和接待任务，黄诗燕在炎陵的一日三
餐，全在这里解决。

炎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饶祥明记忆犹新：
看到黄诗燕平时总吃食堂，邀请他去家里改善
一下伙食。多次推辞后，黄诗燕掏了心窝话：

“我不是不愿意，我是县委书记，不好去。你请，
我去了，这么多县领导、科局干部都会来请。谁
家都不去最好，还可以省点时间干点事。”

“不管是干部还是老板，谁请他吃饭都不
去。”饶祥明满怀敬意。

2013 年，组织安排郭远宁到黄诗燕身边
担任联络员，黄诗燕跟他约法三章：“不准接
受任何钱物，不能代我收，也不能以我的名
义收；接待群众，要用心用情，不能摆架子；
加强学习，不要参加不健康的娱乐活动，不
打牌赌博。”

“黄书记是我们班子的好‘班长’，他严于
律己，风清气正。待同事，严格而不苛刻；有时
敲打一下，更多是呵护。”炎陵县县长文专文
说，在黄诗燕带领下，全县上下一心，实事求
是，埋头苦干，攻坚克难，炎陵成为全省首批脱
贫县之一。

他是善行厚德的好家长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

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殉职前一个
月，黄诗燕写下这句话，勉励女儿黄心雨勤奋
工作，坦荡做人。

在黄心雨房间里，挂着父亲送的一副银手
镯，上面吊着小铃铛。“这副铜铃是爷爷留给父
亲的。我小时候，父亲把它戴在我的手上、脚
上，说是传家宝，提醒我们是农民的后代。”黄
心雨说。

黄心雨上学，同学们都不知道她爸爸做什
么工作。读大学，同学们好奇地打听，女儿自豪
地回答：“我爸是炎陵种黄桃、卖黄桃的。”

去年大学毕业后，黄心雨通过自己的努
力，成为一家事业单位的合同工。黄诗燕很高
兴，叮嘱女儿好好工作。黄诗燕去世前，黄心雨
单位的同事大多不知道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

在侄子黄飞眼里，小叔黄诗燕是个严厉的
长辈。2011年，组织任命黄诗燕担任炎陵县委
书记。上任前，他特意回了趟老家，把家人聚在
一起，郑重地与大家约法三章：不准去炎陵搞
工程；不能打着他的牌子找任何人帮忙；不要
去他上班的地方找他。

有一次，黄飞和黄诗燕开玩笑：别人当了
领导，帮亲戚搞一些工程，不也没事？

一向温和的黄诗燕，这一次发火了：“别人
是别人，我是我。在我这里，你不要想那些歪门
邪道的事！”黄飞吓得再也不敢开这种玩笑了。

“严以治家，宽以待人；善行厚德，建功立
业。”黄诗燕秉承的家风，深深影响着全家。

黄诗燕殉职前几天，彭建兰过55岁生日。
一家人约定，趁黄诗燕周六在家，提前吃个生日
饭。正巧，那天家里来了几位亲戚。担心亲戚知
道了要送礼，一家人都瞒着。

餐桌上，没有蛋糕，没有仪式，连一句“生
日快乐”都没有。一家人在心里默默祝福，吃了
一餐心照不宣的生日饭。

人去“燕”留声。在炎陵这片红色的热土
上，人们深切地怀念着黄诗燕：你是高洁的
莲花，是儒雅的师者，是辛勤的老“黄”牛；你
的精神与品格，如巍峨的凌霄山，永远留在
炎陵的土地上；如清澈的溪水，永远在人们
心中流淌……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11月20日，第十六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作为距离观众最近、
最方便参观的一届“云上文博会”，其沉浸式的交
互体验成为本届参展观众最大的感受。

其中，随着湖南展馆精彩亮相，人气和流量
不断攀升，观众足不出户便可“漫步云端”，了解
湖南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还可以看直播带
货，把湖南文创产品带回家。

作为文化劲旅，湖南已连续多年组团参加深
圳文博会。今年，文化湘军以“锦绣潇湘 朝阳文
产”为主题，向国内外观众集中展示了湖南文化
的独特魅力和强大力量。

原创精品，展示湖南文化力量
一张报纸、一个大屏、一本书籍、一条赛道、

一个剧院，点击进入湖南馆展厅，湖南五大国有
文化企业集团鲜明的属性展现眼前。

本届云上湖南展馆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团，
委托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搭建，集中展示了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出版
投资控股集团、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湖南省演艺
集团等国有文化企业近年来的精品媒体融合项
目、影视剧、图书、剧目、音像制品、文体项目等。

在湖南日报展厅，刚刚荣获第三十届中国新
闻奖一等奖的新媒体短视频产品《十八洞龙金彪
的Vlog丨脱贫之后》，吸引不少观众“打卡”。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已建立起报、网、端、微、屏互动的
立体传播体系，旗下拥有8报2刊，华声在线新闻
网，新湖南客户端、“湘伴”“湘遇”等 60多个移动
互联网媒体，覆盖总用户超过6300万人。

湖南广电携《县委大院》《绝对忠诚》等新闻
大片和《青春在大地》等聚焦脱贫攻坚的优秀文
艺作品参展。湖南卫视主旋律宣传和内容原创能
力不断升级，成为国内最大的节目内容生产工
厂。芒果 TV 成为业内唯一盈利的新媒体视频平
台，芒果超媒市值突破千亿大关。

湖南出版集团为观众带来了《乡村国是》《山
河袈裟》《流水似的走马》3 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中南传媒特别带来精品抗疫力作《你
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书·抗疫篇》，多种湘版
精品图书亮相展区，备受关注。

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旗下《体坛周报》及“体
坛+”APP是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集团
承办了2015年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等精品赛事。

湖南省演艺集团近年推出了《十八洞》《桃花源
记》等精品剧目，打造了常德“梦回穿紫河”“圣火南
岳”等一系列大型文旅融合项目，设立“一通文化”网
络平台，树立了“纯粹中国”国际演艺品牌。

特别是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立足湖南、面向
全国，汇聚优秀演艺力量，精心创作的大型史诗
歌舞剧《大地颂歌》，让不少年轻观众被“圈粉”，
其艺术样式上的创新，也体现了融合发展的“洪
荒之力”。

“文化+”，融合创新不断升级
本届“云上文博会”，湖南两大活动“云直播”

与“云展演”热闹非凡。
有着深厚湖湘文化底蕴的湘瓷、湘绣、湘茶

等文创产品；祁东黄花菜、十八洞腊肉等特色地
标性扶贫产品；文和友小龙虾、蒸浏记自热随身
餐等现象级夜经济网红产品……“云直播”由“这
湘有礼直播带货”和“芒果扶贫云超市”两大版块
组成，通过手机直播与直播带货连接参展商与观
众，整合抖音、快手等大流量公域内容平台，重点
推介我省精品图书、首届“马栏山杯”文化创意大
赛的系列转化产品、湖湘文化代表性产品及特色
扶贫产品。

其中，“这湘有礼”是湖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的文创品牌，产品矩阵包括“红色潇湘”“美丽湖
南”“文博衍艺”“创意非遗”“马栏山”五大版块，
直播中推出了 47大系列优秀精品，全网超过 632
万人次在线观看直播和参与互动，带来销量破千
万元。

“云展演”活动中，集中展示的《大地颂歌》
《桃花源记》《潇湘水云》等7个经典剧目，《战旗美
如画》《乘风破浪的姐姐》《石榴花开》等 7 个优秀
节目，也成为本届文博会的“流量担当”。

文化+旅游、科技、互联网、金融……近年来，
融合发展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新兴文
化业态不断在三湘大地涌现。文旅融合深入推
进，乡村旅游方兴未艾，文旅扶贫新模式、新亮
点、新成效层出不穷。多种文化创意产业跨界融

合，从创意聚集到人才聚集，再到产业聚集；从文
化资源到文创产品，再到产业，湖南文化产业正
成为湖湘大地的一座“富矿”，给生活添彩，为经
济赋能。

深化改革，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本届文博会的“重头戏”之一，11 月 16

日，第十二届“全国文化企业 30强”榜单出炉，我
省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芒果超媒股
份有限公司入列。

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
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省管国有文化企业锐
意改革创新，规模实力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不
断增强，去年实现营业收入289.1亿元。

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20年亚洲品牌
500强”排行榜中，湖南广电集团位列第92位，居
亚洲广播电视行业第 2 位；在“2020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排名第 67 位，居传媒行
业第3位、省级卫视第1位。湖南出版集团综合实
力位居世界出版企业10强，中南传媒连续多年入
选上市公司百强。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天心文化（广告）产
业园等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同步
发展，积极打造国家、省、市三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集聚发展格局，引导文化企业和区域性特色产
业集群发展。其中，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在今
年疫情下仍取得良好进展，上半年园区实现营收
185.78 亿元，同比增长 17.15%；固定资产投资
74.68亿元，同比增长95.65%。湖南动漫游戏产业
朝气蓬勃，去年总产值326.7亿元；今年上半年逆
势上扬，总产值180亿元，同比增长12.5%。

长沙会展产业各项指标均为中部省会城市
第一名，连续 3 年位列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指
数排名省会城市及地级市第一名，全国含直辖
市、副省级城市排名第 13 名。去年，长沙四大会
展场馆举办会展活动 275 个，成交金额 1242 亿
元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文化产业发展指明
了方向。”文博会期间，多位省管国有文化企业负
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将进一步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擦亮“湘”字号文化品牌，向文化
强省目标坚定迈进。

“漫步云端”
沉浸式体验“湘”当精彩

——第十六届深圳文博会湖南展馆综述

人去“燕”留声
——追记“时代楷模”黄诗燕(下）

飞来万羽满鹅池

锦绣潇湘
文博云展

洞庭长江出发
潮“ ”

——2020全球候鸟跟踪守护行动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11月 20日，借中国新媒体大会的东风，人民
日报、新华社、央视等20余家中央、省市媒体的新
闻记者走进马栏山，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
感受“中国V谷”蓬勃发展的力量。

速度的力量
马栏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浏阳河第八弯上

的一块沃土，原属长沙市国营综合农场马栏山分
场。据传说此地因关羽大战长沙时修建马圈养马
而得名。

本世纪初，湖南广播电视台便扎根于此。随
着电视湘军的声名鹊起，马栏山周边衍生了很多
电视、影视、视频文创类上下游企业。

2016 年 10 月 13日，时任省委书记杜家毫首
次在省委常委会提出，“要推动文化与互联网、互
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力争形成‘北有中关
村、南有马栏山’的网络信息产业发展新格局。”

实干点燃梦想。5 个月时间，1500 余栋违章
仓库应声倒地，4300余亩土地腾笼换鸟。2017年
12 月 20 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在一片黄土
地上揭牌成立。

省领导亲自挂帅，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高速度推进，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三纵三横一
环”路网骨架已经成形。中广天择总部基地、马栏
山创意大厦、绿地 V 岛等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园
区累计新注册企业 1462 家，其中包括 18 家世界
500强企业及知名上市公司。

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白云龙感慨：“从‘城中村’
到文创园，每天上班路过都能感受她新的变化，马
栏山真如骏马出栏一样风驰电掣、一跃千里。”

科技的力量
早在 2019 年 3 月，马栏山就摘得了“首批国

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金字招牌。如今，
科技的力量更是让园区熠熠生辉。

走进马栏山创智园 1 号展播厅，园区琳琅满
目的高新技术正在此争奇斗艳。

华为湖南传媒方案总监黄金海向记者展示
了华为“云联邦”的强大阵容，从一档节目的 4K
实时调色直播到数百家企业的上云入驻，从个人
直播的定制化方案到视频区块链的 DNA 流转，
一个视频产业的技术生态底座在马栏山已初具
规模。

长沙宏达威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黄晓君介绍，该公司打造的先进制造业 5G云 VR
公共服务云平台，已成功为三一重卡卡车、山河
智能旋挖钻机、中联重科起重机建立超高清模
型，让千里之外的客户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中国报道网记者赵迅用“神奇”来形容走进
马栏山的感受，他说：“看到马栏山企业将国产胶
片电影修复转化为高清视频影像，通过 5G 智慧
电台把党的声音传播到田间地头，用AI手语翻译
将 2700 万听障人士带到有声世界，我深感此地
强大的科技力量，正是这些前沿技术铸就的一条
条创新链，让马栏山成为无峰之‘高山’。”

如今，马栏山已初步形成了 2个平台、2个研
究院、4 个创新实验室的“224”技术底座，通过下
一代互联网宽带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马栏山研
究院的巨幅屏幕，一个万物互联的云上马栏山活
灵活现。

文化的力量
银杏金黄，碧波荡漾。虽已入冬，月湖公园的

美景依旧引得游人如织。
马栏山功能区约10平方公里，涵盖了浏阳河

湾、月湖公园、长沙大学等片区。在这寸土寸金的

湖畔宝地不盖楼亦不经商，马栏山管委会将湖南
省作家协会请进来，建起了“中国网络文学小镇”。

省作协副主席、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余艳介
绍，从玄幻、穿越到写实，从选材、引才到授课培
训，目前，妖夜、流浪的军刀、愤怒的香蕉等很多
知名网络作家均已成立工作室，小镇已有 300多
位作家登记注册，一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在马
栏山诞生。

记者们长枪短炮的到来，正赶上湖南奕叶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新搬入驻，负责人夏蕴宁颇为喜
悦地说：“我们创作的《连心》《最美河长》等红色
文化作品曾广获赞誉，相信来到这个文人荟萃之
地，更能文思泉涌写出优秀作品。”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歌手》《舞蹈风暴》《为了人民》《身临其境》

《声入人心》……马栏山从诞生开始就一直以优
秀的文艺作品领跑时代。

而这些优秀作品带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今
年前 3 季度，园区企业实现营收 306.29 亿元，同
比增长 15.34%。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
娱乐湘军等为阵营的“文化湘军”，在科技赋能的
马栏山更是如鱼得水，如鸟投林。

“中国V谷”有力量
——中央省市媒体走进马栏山见闻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
员 彭睿宇）11 月 19 日下午，2020 中国新媒体大
会专题论坛二“聚焦新生代、赋能新生态”在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举行，马栏山视频科技研究院
等5个重量级文创科技类项目签约落户。

新签约的 5 个项目是马栏山视频科技研究
院、央视网智慧媒体学院马栏山分院、阿里大文
娱马栏山项目、产业互联网视频文创示范基地、
马栏山文化创新中心。这些项目都将致力于推动

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在 5G、人工智能、智慧互
联、视频技术、网红孵化等方面发力。

长沙市开福区委副书记、马栏山（长沙）视频
文创园党工委书记邹犇淼介绍，自2017年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成立以来，园区管委会紧扣“科

技+文化”的发展方向，加快布局相关产业链。此
次签约的 5 个项目落户后，将进一步夯实园区在
内容制作方面的先天优势，以更快加速度推进园
区在 5G 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方面
的技术研发和应用。

深耕“科技+文化”

5个重量级项目签约落户马栏山

11月20日上午，长沙马栏山创智园，媒体记者在展览区通过VR设备体验试驾。当天，2020中国
新媒体大会举行“走进马栏山”主题展示活动，展示了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发展成就及前景规
划，包括5G场景应用、最新视频技术等。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