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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心

燕剪春风，牛耕沃野。在中华文化

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

古往今来，人们爱牛、重牛、颂牛。“犇”、

“犊”、“犀”、“犟”……中国的汉字中，许

多与牛配伍的，似乎总有那么一股气和

劲。“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这些不同的“牛”，无不体现了中国人民

的精气神。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

总是善于在理念上古为今用、在实践中

推陈出新 ，使之与伟大时代精神相融

合 ，创造并升华为引领前行的精神动

力。2020 年 12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强调：“发扬为

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

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在中共中央、国务

院举行的 2021 年春节团拜会上，他再次

提到“三牛精神”，并号召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不用扬鞭自奋蹄”，在新时代创造

新的历史辉煌。

在元旦和春节两个辞旧迎新的历

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两度号召大力发

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并赋予

孺子牛以“为民服务”、拓荒牛以“创新

发展”、老黄牛以“艰苦奋斗”的深刻内

涵，这既是对过去中国人民不畏艰险、

锐意进取的热情礼赞，也是对未来中国

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行的深情寄望。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是家喻户

晓的美好形象，已沉淀为底蕴深厚的中

华文化意象。以这三种牛的形象表征的

“三牛精神”，互为表里，内在贯通，相辅

相成，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

代意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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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月 17日讯（记者 冒蕞）今

天是大年初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来到长

沙市，深入长沙高新区调研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发扬

“三牛精神”，在实施“三高四新”战略中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在牛年取得更优异的发展成绩。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张剑飞，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吴桂英参加调研。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

在电站及泵站自动化控制设备市场占有率全球领先，迄今

已为全球 40 多个国家的 1 万余厂站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许达哲首先来到企业的多能物联数据中心，了解中心的业

务模式和服务内容，并观看了对贵州、甘肃等地用户电站的

设备进行在线监测管理演示。许达哲还来到产品调试车间，

向一线工人、技术人员等致以新春祝福，并考察了新能源微

电网（光储充）示范项目。许达哲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以科技

创新提高服务质效，不断扩大用户规模，实现更大更优发

展。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拥有国内最完备的环

境装备产品线，2020 年公司产出产品超过 23500 台套，环卫

环境装备销售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许达哲现场观看了新能源

环卫车辆性能展示，了解了企业发展历程、业务领域等，并着

重询问了企业在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打造智慧环境服务

体系等方面的情况。在企业总装车间里，工人们正装配一批

年前订购的环卫装备，生产场面热火朝天，许达哲为企业良

好势头点赞，勉励企业充分做好信息化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

合大文章，在打造“三个高地”中冲锋在前、展现作为。

调研中，许达哲强调，当前，全省上下正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三高四

新”战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企业在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开放中都具有重要的主体作用，一

定要找准自身定位、选准着力点，把实现自身做优做强与服

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与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紧紧联系起来，大踏步“走出去”、高水

平“引进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齐头并进。长沙市要

切实为企业减负纾困、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更好

地激发广大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要发扬“三牛精神”，在新

的一年里扬鞭奋蹄，提振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精气神，树牢抓

落实的工作导向，在实施“三高四新”战略中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许达哲在长沙调研时强调

发扬“三牛精神”在实施“三高四新”
战略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立 身 潇 湘 行 如 犇
——一论发扬“三牛精神”

湖南日报评论员

大年初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许达哲深入长沙高新区调研企业发展情

况。他强调，要发扬“三牛精神”，在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牛年

取得更优异的发展成绩。

“牛马年里好耕田”。中华文化传统语境

里，“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是家喻户

晓的美好形象，是底蕴深厚的文化意象，蕴

含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密

码。回首过去一年，既有惊心动魄的风云突

变，又有豪情万丈的砥砺前行。从举国战疫

到携手抗洪，从复工复产到脱贫攻坚收官，

项项都是“硬核任务”，但我们扛过了挑战，

交出了一份极不平凡的答卷，书写出“风景

这边独好”的传奇。

雄关漫道，惟有奋斗，百折不回，惟“韧”

不破。辛丑牛年，既是建党一百周年的大喜

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起点，是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的开局之年。迈向新的伟大征

程，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三牛精

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

的伟大号召，更应当成为全体共产党员的精

神共勉。

当好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孺子牛，就

是要涵养好、坚守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含

德之厚，比于赤子。”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复

兴伟业，前景无比光明，其中密码就蕴含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就蕴藏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子情深

里。迈向新的征程，发扬“孺子牛”精神，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百姓利益装在心里，切实解决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的“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实现“初心”与“民心”同频共振。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争做“拓荒牛”，

就是要勇闯无人区、敢当探路者，向创新谋未来。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来，中国人民靠“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拼劲，谱写出震撼世界的

“春天的故事”；以亿万人民的首创精神，汇聚起改革开放的“中国

传奇”。行路有崎岖坎坷，行船有惊涛骇浪。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无论是打造“三个高地”，还是践行“四

新”使命，都须向改革创新要动力，以“闯”的劲头敢下先手棋、善

打主动仗，以准确识变之智、科学应变之道、主动求变之能，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老黄

牛”精神，是一种“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的坚持与定

力。在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征途上，我们依然面临诸多重大困难、

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考验，必须拿出“吃得苦、霸得蛮”的“老

黄牛”精神，拿出“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历史担当，奋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

好现实。

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精彩。在万物萌生的日子，

将“三牛精神”装进行囊，以“起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姿

态，以“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合力，在实施“三高四新”战略中展

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新气象、新成就，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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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月 17日讯（记者 周月桂 彭可心）

与往年相比，“就地过年”的这个春节消费市场显得年味更浓。据

省商务厅发布的 2021 年春节黄金周全省市场运行情况，春节黄金

周，省内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平稳；全

省商品销售市场运行平稳，159 家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比 2020 年

春节增长 35%，38 家重点餐饮企业营业收入比 2020 年春节增长

101%。

春节假期天气给力，人们在煦暖的阳光下出游、购物，大街小

巷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各大商圈比往年春节更加热闹，多数商场、

超市比往年延长了营业时间，为春节期间市民消费购物提供便

利。在长沙市芙蓉路上的 CFC 富兴时代，入口处红红火火憨态可

掬的福牛，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各种主题活动火热，让“就

地过年”充满着新意，长沙市友阿春天举办“犇向 2021”活动，王府

井举办“心想柿橙，2021 过个好年”活动，大润发举办“牛运亨通,

千元大奖戳戳乐”活动等。

▲ ▲

（下转8版②）

春节消费市场年味浓
商品消费、餐饮消费均增长较快

2月 17日，中联重科混凝土泵送机械分公司总装车间，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当天，中联重科

发出了价值1亿元的混凝土泵车。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彭凯剑 摄影报道

（相关报道见7版）

2月 13日晚，临武县南强镇李家村，县舜邑小调艺术团为村民表演临武小调《双

拜寿》。 陈卫平 摄

2月 17日，中铁十四局长沙湘雅路过江通道项目河西段盾构始发井，施工人员

将最后一块盾体分块吊装到位，标志着我省应用的最大直径盾构机盾体吊装完成。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任如华 摄影报道

在岗
春
节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邓晶琎 周月桂 曹娴

孟娇燕 黄婷婷 彭可心

在阖家欢乐的春节，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收起思念、放弃

团聚，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为“就地过年，暖在身边”，为广

大群众欢度平安祥和春节保驾护航。

春节假期，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深入全省各地

生产生活一线，走进这群“今年春节我在岗”的坚守者。

“爸爸过完年就回来陪你”

高 15 米、长 94 米的泥水平衡盾构机，如同一条巨龙，横

亘在铁建重工长沙园区掘进机生产车间。这台用于安徽芜

湖过江隧道建设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进行刀盘组装。

从农历大年初四开始，铁建重工掘进机总厂总装班组

已有 16 名工人在工位上忙碌。负责调度管理的杨金霖告诉

记者，班组有一半是外省人，这台盾构机将于 2 月底验收，

大家选择就地加班过年。

“地下航母”盾构机、“变形金刚”凿岩台车……牛年伊始，

各种地下工程装备将从铁建重工长沙园区奔赴国内外重大工

程现场，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湖南装备。

▲ ▲

（下转7版）

今年春节我在岗

牛年春节
湖南文旅市场强劲复苏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龙文泱 通讯员 刘思辑

牛年春节假期期间，湖南文旅市场强劲复苏。2 月 17 日晚，湖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情况：纳入监

测 的 98 家 A 级 景 区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501.63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354.78%，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7.72 亿元，同比增长 2582.78%；48 家

乡村旅游区累计接待游客 54.4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0.53%，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 1.14 亿元，同比增长 658.87%。129 家文化服务单位

累计接待人数 33.9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9.44%。

家庭自助游成主流，红色文旅持续火爆

春节假期期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暖天气唱主调，正是出游

好时机。为配合疫情防控，大多数人选择就地过年，出游以近距离

和短时游为主，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

▲ ▲

（下转8版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