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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黄婷婷

2019 年前，如果你问欧江曲，城步苗族自治

县在什么地方？

这个土生土长的长沙“妹陀”会表情迟疑地

说：“好像是某个同事的家乡？”仅此而已。

你再问，农村意味着什么？

当时在湖南卫视当了 6 年导演、栏目制片人

的她，应该会笑着回答：“退休养老的地方吧！”总

之跟事业是不沾边的。

今年3月18日，记者见到欧江曲，她不仅自诩“城

步人”，还提前“退职”，把事业从城里搬到了乡下。

一次录制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欧江曲参与制作过《乡村合伙人》《快乐男声》

《快乐女声》等多档品牌节目。2019 年初春，一次

在城步五团镇金童山村的录制，彻底改变了她的

人生轨迹。

“开车从茵茵的南山牧场下来，一路青山，伴

着溪水潺潺。空气是清甜的，当地苗族老乡的眼睛

是清澈的。”欧江曲记录下“城步初体验”，“他们有

牧场、有蜂蜜、有笋子，有很多东西……”

她被城步的天然山货迷住了，商务部派驻城

步挂职的副县长刘书军也一眼看中了欧江曲的专

业才干。

“留下来吧，发展农村电商，城步需要你。”刘

书军反复劝说。

村播、自媒体创业、扶贫，每一步都踩在风口

上，还有城步的原生态好产品……欧江曲回到长

沙，心却飘往苗乡。

辞职，到城步去！考虑两个多月，2019 年 5 月，

欧江曲和合伙人在城步租房、安装设备，找到 7 个

想做主播的“小哥哥”“小姐姐”，准备直播卖货。

“当时太傻太天真，以为用塑料袋装好就能发

货。”说起创业初期的“莽撞”，欧江曲不免自嘲。

皮薄多汁的苗香梨一碰即坏，物流成本大；村

里“红薯妹”的红薯干品质好，却没有品牌；蜂蜜是

当地特色，包装又过于简陋……欧江曲彻底懵了。

没有粉丝、没有产品、没有收入，两个月后，主

播们全部离职；不到三个月，亏损十几万元，合伙

人放弃回长沙，还“好心”劝欧江曲一起走。

“都说‘北漂’‘沪漂’，我是‘村漂’。”坐在空荡

荡的县城出租房里，辞职时的豪言壮语言犹在耳，

家人的不理解让她又孤独又委屈，她问自己，“我该

走吗？”

直播间挂上“乡村芝麻官”牌匾

依然是刘副县长留住了她。

没有产品，就自己找。

海拔 1000 多米高的金童山村，山路颠簸，欧

江曲和刘书军开一辆二手车，“开起来有拖拉机的

感觉”，拉人拖货，车胎爆掉好几次。

漫山遍野搜罗产品，两个城里人下田、爬树，

练就一身农村生存本领。18 日下午，在蜂场采访

时，见记者害怕乱窜的蜜蜂，欧江曲笑着安慰：“我

被蜇过好多次啦，没事的！”

没有品牌，就自己创。

“今天带大家看看纯天然的城步蜂蜜是怎么

采集的。”拿手机直播的是段才太，人称“蜂蜜哥”，

他的额头、眼皮永远是肿的，一心想带贫困户养蜂

致富，却苦于没有销路。

大家头脑风暴，去年 4 月注册“蜂舞南山”品

牌，设计新包装，7 月开起淘宝店铺，下半年还修

起了厂房。

如今，“蜂蜜哥”成立的蜂蜜合作社带动当地

800 多户农家养蜂增收，曾经卖不出去的“三无”

产品，终于堂堂正正上架直播间，成为爆品。

没有主播，就自己上。

副县长刘书军和县长助理刘寒，“二刘”上阵当

主播，欧江曲在直播间挂上“乡村芝麻官”牌匾，将过

去策划节目的劲头用到直播中，每期直播主题各异：

抓土鸡、摘蕨菜、掏野蜂窝……粉丝量蹭蹭上涨。

最令欧江曲安心的，是好朋友易蓉的加入。

欧江曲工作雷厉风行，生活上糊里糊涂，同样从湖南

卫视辞职的易蓉，人事和财务管理方面却是一把好手。

希望之火，重新燃起。

风暴在年轻人头脑中激荡

卖牛奶、卖笋、卖蜂蜜、卖腊肉……通过电商，

去年，欧江曲帮村民们卖出了 700 多万元农产品。

3 月初春，看着山野地里冒出的蕨菜，村里巧

妇酿在坛子里的泡椒，手工现做的水密花粑粑，欧

江曲打起私域流量的主意。

村里的东西，乡下人不稀奇，城里人稀罕啊！

无法标准化生产的农产品，能否通过微信会员群

售卖，帮村民们添份收入呢？

这么寻思着，欧江曲开启了新一轮走访。

“梅子姐，您家的炸油豆腐能存放多久？”“欢

姨，我看看您磨的野百合粉。”18 日，跟着欧江曲

一圈走下来，自家晾晒的雪里红、魔芋豆腐、泡辣

椒、糍粑……一下子挖出不少村里的好东西。

在长沙专注做私域流量推广的几个小伙子，

看准这个机会，特意来城步，加入欧江曲的团队。

18 日晚，大家探讨完各自发掘的产品，刚吃

过晚饭，“小苏老板”拨来电话。

“小苏老板”叫苏昱宇，城步人，90 后，在上海

创业，看到欧江曲在家乡做得风生水起，心痒痒，

也想找她合作。

两个多小时电话，从直播卖货聊到品牌，结合

县里给金童山村发展全域旅游的定位，欧江曲和

“小苏老板”一拍即合——从民宿入手。

就这样，欧江曲的团队渐渐壮大到 10 多个

人：受她鼓舞辞职来做乡村品牌推广的、拍摄短视

频的、负责售后客服的、做专职主播的……趁春日

晴好，个个忙活不停。

1999年出生的佘媛秀，是团队中的小妹妹，大家

每晚围坐在她家客厅，数不尽的好点子，说不完的新策

划，风暴在年轻人头脑中激荡，也唤醒了沉寂的山野。

“湘”土新生代

■手记

无关情怀的迁徙
黄婷婷

过去的年轻人，离开村庄，向往城市，在

大城市租房、挤地铁、吃外卖。

对这些“北漂”“沪漂”“广漂”来说，家乡

的小乡村，成了诗与远方。

如今，乡村的魅力正在释放，广阔的田

野机会无限，一批年轻人离开城市，开始在

村里租房、布置工作间，在青山绿水间奋斗

拼搏。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吸引城市各

方面人才到农村创业创新,参与乡村振兴和

现代农业建设。

正如欧江曲和她日益壮大的团队一样，

“村漂”，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

记者在采访中深切感受到，对他们来

说，辞职来农村，不是“逃离”，无关情怀。振

兴中的乡村，吸引年轻人的，是不亚于在大

城市创业的机会，是事业、商机和未来。

3 月 17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大桥

村，欧江曲（右）在农户家拍摄生态养蜂。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童迪 摄

金中基

种田不下地，一人管百亩。这是“种粮姐

姐”肖定的梦想，而且正在变为现实。

肖定是一位 85 后女性，地地道道的农二

代。她外出打工后返乡，重操父辈旧业，与之

不同的是，玩起了机械化。如今她已是长沙望

城新阳村的一个农场主，集中“托管”土地，让

农民当上了“甩手掌柜”，有 50 多台农机具，

种植水稻上千亩，社会化服务面积 1 万多亩。

别看她一个姑娘家的，满脑子异想天开。

她创办的我省首家“无人农场”，第一期 200

亩，4 月就要正式运行了。只要一部手机，无

人驾驶深耕机就会按照设定深度自动耕地，

发现病虫害情无人机就会自动飞到农田打

药，一应农事一键搞定。

湘西姑娘陈卓琳，做的是“稻草国王”梦。

学工艺美术出身的陈卓琳，2014 年返乡

后，第一件事是想着“干美术的本行”，做花海

景观。一次她偶然看到稻草工艺品，令她眼前

一亮。她自己摸索着做了一批稻草人，花海景

观顿时“灵动”起来。这些年，她把稻草人这门

手艺做成了数百万元的产业，自己也成了“百

万富姐”。

“养猪大王”——佳和农牧，一线员工多

数为“90 后”，他们的梦想是把猪场办成生态

公园。去年，公司出栏生猪 135万头，稳坐省内

养猪行业的“头把交椅”。可走进位于长沙县车

马村的公司总部，真的似公园一般了。闻不到

异味，听不见猪叫，却在屏幕上看得见猪跑。

一批乡土新生代，正在三湘大地拔节生

长。他们的梦如花艳，灿烂耀眼，富含时代青

春气息。从近期湖南日报推出的“‘湘’土新生

代”系列报道的人物看，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农

业农村农民的传统概念，他们已不再是“脸朝

黄土背朝天”的土农民，而是有知识、有文化、

有梦想的一代新农人。

“未来谁来种田？”这个时代之问，在城镇

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曾经困惑了许多人。当

这些有梦想有闯劲的新一代农民，闪亮在广袤

的田野乡村，给乡村振兴带来无限的憧憬与希

望。他们的大胆创新探索与勇于拼搏奋斗，用

生动的实践和令人惊艳的成果解答了人们的

迷茫和关切，书写了一曲新的大地颂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 月 24 日讯

（记者 王铭俊 通讯员 唐松波 蒋岚）今天，

科技部正式批复长沙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

这意味着我省又增添一国家级平台。试验区

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长沙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聚焦智能装备、智慧工厂、智能网联汽车

等重点方向，大力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探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路

径新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批复指出，长沙市要发挥人工智能在促进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中的重要作

用，示范带动中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根据科技部的批复意见，长沙将依托科

教资源和产业基础，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和创新成果应用，充分发挥自身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科教资源优势，加快完善智能化基础设

施，深入挖掘算力、数据等优势资源，加强技术

集成和应用示范，培育壮大智能产业集群。

同时，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构建有利人

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开展人工智能政

策试验，在行业标准、知识产权、人才队伍、产

教融合、成果转化等方面探索支持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的新机制，加强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落

实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建立健全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

能时代制造业转型和社会综合治理的新路径。

据介绍，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长沙有良好的基础条件。长沙经

济总量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第七，且经济增

速多年位居省会城市前列，有国防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 3 所 985 高校，20 多家从

事人工智能技术和装备研发及应用的科研院

所。目前，长沙已形成电子信息、新材料、工程

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等七大千亿产业集群，人

工智能产业领域现有核心和相关企业 2400

余家。2020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 100

亿元，相关产业规模达 450 亿元。此外，湖南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从省级层面到

长沙市及各区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的有力政策。

目前，在省科技厅的指导下，长沙市正抓

紧制定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政策和行动方案，

围绕打造人工智能新高地的目标，采取先行

先试举措、优化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等措施，加

快推进试验区的建设。

我省又添一国家级平台

长沙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获批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 月 24 日讯

（记者 王铭俊 通讯员 蒋岚）3 月 23 日，来自

乌克兰、贝宁、孟加拉 3 个国家的在湘外国专

家与来自马达加斯加、赞比亚、尼日利亚、尼

泊尔、巴基斯坦等数个国家的外国青年志愿

者们一起，来到长沙黑麋峰国家森林公园，开

展“你我同心携手，共建绿水青山”植树活动。

“我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洞，快拿树苗来。”“这

是我们种的小树苗。”“这真是太有趣了。”……植

树现场，外国专家和青年志愿者们活跃在黄泥

地上，争先恐后地拿着铁锹和锄头挖土种树。大

家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共同植下百余棵小油茶

苗。顷刻之间，荒坡变成了生机待发的小茶园。

来自孟加拉国的加力布博士表示，此次

活动契合了中国对环保的长期规划，并通过参

与植树活动，使大家在实践学习生态环保知识

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到了湖南山水的魅力。

此次活动由省科技厅与中南大学、后湖

国际青年创业合作中心联合组织，也是 2021

年首场潇湘外国专家志愿服务活动。在共植

友谊树、共造友谊林，为湖南绿色发展增添亮

色的同时，该活动对于增进中外交流与友谊，

促进外国专家、外国青年志愿者融入湖南大

家庭也起到了良好作用。

“你我同心携手，共建绿水青山”

在湘外国专家志愿者共植友谊树

湘经评 未来谁来种田

欧江曲：

卫视女导演卫视女导演，，辞职当辞职当““村漂村漂””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4日讯（记者

廖慧文 通讯员 王一辰 胡杏子 赖泳源）全省 11

家景区“出题”，11 所高校学子“作答”，11 位明星

艺人、11 位抖音创作者、11 位微博大 V 合力助阵，

通过新媒体创意策划的形式，为景区做好宣传、博

得“流量”……近日，一场由湖南省委网信办、省文

化和旅游厅、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日报社联合主

办的“策游潇湘‘营’出花 YOUNG”湖南文旅推

广活动引发关注。

一小时，吸引1500万人“围观”

3 月 12 日 上 午 ，“ 策 游 潇 湘 ‘ 营 ’出 花

YOUNG”湖南文旅推广活动在武冈市拉开帷幕。

多平台网络直播同步开启，一小时内，吸引 1500

余万人在线“围观”。

启动仪式后，11 支花 YOUNG 高校团分头奔

赴全省 11 家景区。他们争相开“脑洞”、秀才艺：在

资江码头热舞、在长寿村干一杯不老神泉、在白水

洞瀑布演绎情景剧……

“我们同春天一起出发，我们把湖南拍给你

看!”明星艺人、抖音创作者、微博大 V 的“流量大

号”也为活动“添了火”。

截至发稿，该活动微博话题#一起拍湖南#获

得 5976.7 万 阅 读 ，抖 音 话 题 # 一 起 拍 湖 南 获 得

3681.2 万次播放量。

湖南理工学院学生台丽倩是第一次深入景区

做策划。她很兴奋：“我们要把以自然景色、佛教圣

地著称的阳明山，打造得更有网感!”

在网络语境中，1995-2010 年出生的一代被

称为“Z 世代”，是数字技术的原住民。旅游营销专

家叶文智表示，当代大学生是“互联网+”浪潮的

主体，极富内容创造力，也深谙年轻人的文旅消费

特点。而与 11 支高校团队搭配的芒果艺人、抖音

创作者、微博大 V 又“自带流量”。他们的联合，能

让景区摸准时代脉搏，再次擦亮“锦绣潇湘”文旅

名片，也能充分调动我省广大青年了解家乡、宣传

家乡文旅发展成果的积极性。

“互联网+文旅”解锁文旅新业态

“这个活动最大的亮点是创新地引进了高校

学生参与，让充满活力的大学生创意与需要经受

市场检验的文旅营销方式相结合。”业内专家杨勇

认为，景区“出题”、高校学生“作答”的方式，能使

湖南的旅游推广更好地适应互联网、吸引年轻客

群。“新颖的营销形式将有效促进湖南文旅市场复

苏，对促进乡村振兴、拉动消费内循环、催生旅游

新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杨勇说。

望城区水投集团 党 委 委 员 、副 总 经 理 朱 宁

看了湖南大学的靖港古镇推广方案，有一种“眼

前一亮”的感觉。“不管景区如何发展，将来的主

打客户群体都是年轻人 。湖南大学团队的创意

角度和思路，很贴近年轻人的口味。”他希望高

校团队在保留靖港古镇原汁原味基础上 ，结合

新的时尚元素，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带动更多人

走进景区。

“互联网+时代，一张照片，一首歌曲，都有可

能成为文旅推广的现象级作品。”看了各个团队的

作品，叶文智提醒：“新媒体文旅营销要‘出圈’，最

终的落点仍是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

据了解，活动期间，花 YOUNG 团还将参加

高校巡回宣讲，并在实战后参加现场答辩。活动将

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

奖 4 名，现金奖励达 12 万元。

“策游潇湘‘营’出花YOUNG”湖南文旅推广活动如火如荼开展

“Z世代”+景区，探索文旅“出圈”新路子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 月 24 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张韬 谢春）随着国内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今年

的清明节假期（4 月 3 日至 4 月 5 日）客流较疫

情期间将出现井喷式增长，目前热门方向的

高铁客流比春运期间还要大。3 月 20 日，清明

节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开售。

今年清明小长假湖南 18 个高铁站预计

发送旅客 113 万人（日均 28.3 万人），高峰日

预计发送 31 万人。其中，长沙南站发送旅客

56.5 万人（日均 14.1 万人），高峰日预计发送

16 万人。本次客流以中短途踏青流、探亲流

为主，主要集中在省内的怀化、娄底、韶山、岳

阳、衡阳、郴州等地及省外广东地区。

为应对清明假期客流高峰，长沙南站预

计增开临客 32 列，加挂重联 13 列。增开车次

主要方向是深圳、广州、邵阳、岳阳、郴州、永

州及怀化等地，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旅客

朋友们可通过 12306 网站或 12306APP 提前

购票，准备好二代身份证刷卡乘车（如果不报

销就不需要打印报销凭证）。

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广大出行旅客，在出

行高峰期，要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充分预

留进站时间，尽量不要掐点乘车。

清明假期高铁客流或井喷式增长
长沙南站预计增开临客32列，加挂重联13列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月 24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罗咸辉）记者从 3 月 23 日召开的湖

南省包装联合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获悉，株洲

将全力推进中国包装产业链资源聚集谷（“中国包

谷”）建设，打造千亿级包装产业链集群。

2019年 7月，湖南工业大学与上海复星高科技

有限公司、中国包装联合会签订“中国包谷战略合

作协议”。拟建设包装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包装科研

成果产业孵化中心、包装大数据中心、包装智库中

心以及全国包装测试中心，建设包装产业园生产基

地和配套住宅，定期举办全球包装产业博览会。

目前，“中国包谷”已建成包装大数据知识图谱中

心，每天不间断自动采集互联网上的包装数据，已采

集超过 10万条包装学术论文、500万条全球包装专

利、20万包装产品及数十万包装企业专家等数据。

新当选的湖南省包装联合会第七届理事会会

长、湖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谭益民介绍，湖南工业大

学是全国第一个开办包装设计专业的高校，也是我

国第一个被国际包装协会接纳的会员单位，将充分

发挥湖南工业大学的学科、技术、人才、成果等优势，

争取国家、省、市的支持，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进行

强强合作，全力打造“中国包谷”，形成湖南包装行业

发展的“标杆”，构建湖南包装产业发展新格局。

株洲推进“中国包谷”建设
打造千亿级包装产业链集群

3月 18日，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金童山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童迪 摄

我省命名首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3 月 24 日讯

（记者 黄晗）近日，省委宣传部印发《关于命

名首批湖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

锋标兵的决定》，命名长沙市雷锋学校、长沙

市橘子洲站 580 女子青莲服务队等 30 个集体

为首批湖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长沙市出

租汽车有限公司“蓝的雷锋车队”队委彭友

良、衡阳市石鼓区人民路朝阳小学校长杨翠

湘等 30 名同志为首批湖南省岗位学雷锋标

兵。

经组织推荐、专家评议、研究审定，省委

宣传部决定命名首批湖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此次命名的湖南省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来自企

业、农村、学校、社区、医院、窗口单位、志愿服

务组织等基层单位，他们立足本职、爱岗敬

业、奉献社会，是弘扬雷锋精神的优秀代表，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下一

步，我省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强化教育引导、

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扎实深入开展“雷锋家

乡学雷锋”活动，推动岗位学雷锋活动常态

化、机制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努力培育时

代新人，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

设现代化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