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2021年 11月 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永明 版式编辑 张杨要闻

王 茜 袁路华 吴梦珊 孙 凯

民之所愿，城之所向。城市管理工

作，一头关联着市民，一头关联着企业。

如何让城市更加精致精美，让居民

生活更加舒适，让企业更加暖心舒心？

长沙高新区城管执法大队立足本

职，集中力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以实干实绩彰显为民城管的真情

和温度，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

事事有回音 服务暖人心

“我们小区旁边工地有时晚上施工，

能 帮 我 们 解 决 一 下 吗 ？”日 前 ，长 沙 市

12345 热线收到一通来自高新区东方红

街道金南家园小区居民的电话。

接到移交的问题工单后，高新区城

管执法大队迅速响应，到项目现场和居

民家中实地了解情况。执法人员了解到

该施工工地为重点工程项目，且有需连

续作业的工序后，帮助其办理了一周一

次的夜间施工许可证，并督促施工方加

装降噪设备。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居民家中告知

解决方案，得到了居民的理解和肯定。

小区居民这桩烦心事顺利得到解决。

群众无小事，事事暖民心。据了解，

截至 11 月 15 日，高新区城管执法大队今

年共处理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工单 2158

个，处置率和市民满意率均达 100%。

今年适逢建党百年，高新区辖区范

围内的湖南党史陈列馆和雷锋纪念馆吸

引了省内外几十万群众前来参观打卡。

可以说，两馆是长沙乃至湖南展示城市

品质和形象的窗口。

这重担落在了距离两馆仅百米的高

新区城管执法大队雷锋中队身上。每天

7 时开始日常徒步巡逻，治理乱象、宣讲

政策、志愿劝导……深夜 12 时不归家门

属于工作常态。

一个个乱源在“认真执法”中治愈，

一个个堡垒在“勇往直前”中攻克。队长

汤昭明介绍，他们用“绣花功夫”打造湖

南门面，无愧于“雷锋中队”之名。

城企共联盟 人人都参与

长沙高新区作为长沙经济发展的主

战场、主阵地和主力军，将继续坚持产城

融合理念，持续推进精细化城市管理，打

造产城融合发展样板，这对城市管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服务好不好企业说了算。高新区城

管执法大队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助推企

业加速跑。

毗邻尖山湖公园的中兴通讯长沙基

地拥有 4000 多名员工，商贩们瞅准此间

商机，在中兴通讯门口摆起了一条龙的

夜市。

油烟污染、噪音污染、食品不卫生

……中兴通讯长沙基地的负责人大为头

疼，来尖山湖公园游览的市民也避而远之。

收到企业的求助后，高新区城管执

法大队东方红中队将流动岗亭搬至中兴

通讯长沙基地旁边，日夜蹲守，发现情况

立即进行处置。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兴通讯长

沙基地门口的流动摊贩终于消失了，尖

山湖公园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据了解，高新区城管大队创新工作

方式，与 100 多家企业（单位）成立了“城

管企业联盟”。执法人员多次走访企业，

宣讲法律法规，了解实际情况，协调解决

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除此之外，高新区城管执法大队还

和辖区大中小学共建“城管学校”，目前

已有 1 万余名学生参加，让城市管理进

学校、进家庭、进社区、进企业，形成一个

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良好氛围。

环境大变样 品质大提升

“这里变化太大啦！好吃的又多又

干净，难怪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涉外

经济学院毕业两年的李慧再次来到熟悉

的涉外一条街，惊喜不已。

这条长 700 米，宽 15 米的小吃一条

街，靠近涉外经济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历来被人们视为经商宝地，汇聚了大

量门店。

过去，胡乱搭建的门面鳞次栉比，流

动的摊棚一个接一个，使得这里人满为

患、交通堵塞、污水横流。

向“脏乱差”宣战。高新区连续进行

联合整治和提质改造行动，涉外一条街

旧貌换新颜——流动摊贩不见了，违规

停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招牌、

干净的地面、平整的车行道……

随着高新区的发展，项目建设工地

越来越多、居住人口越来越多，高新区城

管执法大队通过 24 小时路面显性勤务，

实时掌握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解

决网格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实现“小事不

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城管执法要刚柔并济，我们一直坚

持‘身披铠甲、内有温度，内心柔软、但有

原则’的信念，以服务为先，执法为民，全

面彰显雷锋家乡城管队伍的温度、力度，

为高新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容秩

序，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一个整洁有序、

宜居宜业的优美环境。”高新区城管执法

大队大队长肖力雄表示。

身披铠甲 内有温度
——长沙高新区城管执法大队为群众办实事纪实

长沙高新
区城管执法队
员和志愿者对
商铺进行文明
劝导，督促其
做 好 门 前 三
包。

范远志 摄

奋进在三湘

为了向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将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 19 时-21 日 12 时对计

费系统进行升级，特公告如下：

1. 系统升级期间，暂停费用相关的查询、提醒、充值缴

费、停复机等服务，暂停客户通过第三方平台（含微信钱

包、支付宝等）充值的实时复机服务。

2. 系统升级期间，暂停所有的业务办理及变更服务，

故障申告不受影响。

如需帮助，请拨打 10000。

由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2021年 11月 17日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计费系统升级公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文

随着长沙火车站广场北边公厕提质改造近日完成投入使用，

车站周边环境综合提质项目基本完工。今年以来，经长沙市芙蓉

区的精心装扮，长沙火车站“颜值”和服务功能不断提升，成为省

会长沙一道靓丽风景线。

老火车站焕新颜

冬日暖阳，长沙火车站广场上人流如织，旅客一边晒太阳，一

边在广场喷泉花园小憩。这个喷泉花园自建好后，便成了旅客们

等车时的休憩地。

长沙火车站修建于 1975 年，1977 年竣工，曾是全国第二大火

车站。今年初，火车站东西广场及周边提质改造，大大提升了火车

站的“颜值”和承载力。

改造后的西广场，增加了公交和社会停车场停车位，社会车辆

停放量较以前提升 30%；钟楼清洗修缮修旧如旧，“中心喷泉”花园

保留并优化升级，延续城市记忆；广场采用导视系统、智慧公交站、

全场无线 WiFi，更加智慧。广场亮化、地下管网改造等功能提升，

夜晚的火车站在各色灯光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柔和靓丽。

火车站东西两个广场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为达到“目之所及

无垃圾”要求，火车站环卫所每天安排 33 名环卫工人分 3 班对广

场 24 小时保洁。“现在火车站环境好多了，不仅看着养眼，搭车也

方便。”在广场等车的吴女士说。

旅客进站候车更舒心

如果说年初完成的广场改造是一场“大手术”，7 月启动的周

边环境综合提质——西广场公厕、站前雨棚和东广场城际场候车

厅改造，则是提升旅客体验感的“微整形”。

原西广场南北两个公共卫生间条件差、面积小、位置偏，形象

和功能与火车站整体品质存在较大差距。此次通过优化布局，南

北卫生间面积扩大至 376.2 平方米，增加 56.8 平方米，厕位从 77

个增加到 92 个，男女厕位比例由原来的 1∶1 调整到了 2∶3，极大

缓解了乘客尤其是女性乘客如厕难问题，公厕还安装了新风系

统、中央空调等设备。

原有的进站口室内候车厅面积狭小，每逢客流高峰期，旅客进

站时检票、安检容易形成人流拥堵。这次改造后，旅客安检、进站的

室内空间增加 376平方米，检票通行、安检等区域得到扩容。特别是

长株潭城际铁路，目前日均发送和到达旅客均超过 1.8万人次，高峰

期客流量接近 10万人次。实施候车厅改造后，旅客安检、候车面积增

加405平方米，满足了高峰客流的进站、候车需求。

“如今的长沙火车站，不仅看着养眼，而且乘车舒心。”芙蓉区

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省长为民办实事工程”，长沙火车站广场

及周边提质改造工程，真正做到了为民办实事、为民谋福利，为旅

客提供了一个温暖舒适的乘车环境。

湖南日报 11 月 16 日讯 （全媒体记者

刘瀚潞 徐行 通讯员 余房金）今天，“湖南

著名美术家推介工程·颜家龙艺术展”在湖

南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颜家龙的 260 余

件书法作品和文献资料。开幕式上，颜家龙

的《沁园春·雪》《忆虎溪就读》《帮忙》等 50

幅艺术精品入藏湖南美术馆。

颜家龙（1928－2012），湖南涟源人，当

代书法家、美术家、教育家。曾任湖南日报社

美术组组长、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

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书法家协

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中

南大学兼职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名誉理事、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颜家龙是新时期湖南书法的代表性人

物。他在书法、国画、诗联创作上留下了一大

批优秀作品，尤以行书和草书艺术成就最突

出。他曾参与筹备省书协，为省书协组织建

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省书法事业打下了

牢固的基础。2000 年被中国书协授予“德艺

双馨会员”称号。他曾在湖南师大担任美术

教师，治学严谨，为我省培养了大批优秀的

艺术人才。

此次展览分为“心迹双清”“依人游艺”

“积健为雄”3 个部分，展出了 260 余件艺术

作品、文献资料、影像资料，其中大部分作品

及文献为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多视角展示了

颜家龙的艺术人生与艺术历程，将持续至

12 月 15 日结束。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作品捐赠仪式，颜

家龙亲属代表捐赠了颜家龙《沁园春·雪》

《忆虎溪就读》《帮忙》等 50 幅艺术精品，作

品将由湖南美术馆永久收藏。

同日，“湖南著名美术家推介工程·颜家

龙艺术研讨会”在湖南美术馆举行，来自省

内外的艺术家、美术评论家参加并踊跃发

言。

“湖南著名美术家推介工程”由省委宣

传部指导，省文联主办。该工程是以湖南美

术馆为基础平台，以构建湖南近现代美术史

体系、特别是新中国湖南美术史为目标，推

出的集展览、收藏、研究、出版、宣传推广于

一体的系列展览与学术研究计划。此前，已

举办“陈白一艺术展”“王憨山艺术展”。

广场大改造 候车更舒心

长沙火车站焕然一新
“湖南著名美术家推介工程”持续推进

颜家龙艺术展开幕

11 月 16 日，书画

爱好者在参观颜家龙

艺术作品。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刘晓聪 王梓槐

如黛的青山上，挂着一条白瀑。瀑下有

座矮房，房外架起水车，空气中氤氲一股茶

油的清香。

巨田村距攸县县城不过 10 公里，但大

山阻隔，交通闭塞。11 月上旬，记者翻过山

坳，顺着田间小路来到这里的榨油坊，村民

谭桂根正在收拾一根枞木。“水车坏了，木料

要用附近山上的枞树，不然容易断。”他说，

修水车必须遵从祖上“规矩”。

夯土墙撑起的榨油坊，已挺立百年。经

考证，元末至正年间，谭氏先人自赣入湘，将

榨油技艺引入攸县。清末，谭氏嗣孙谭旬仔

借山势、水力，在巨田村建起 100 余平方米

水力木榨榨油坊，靠此养活一家老小。

2014 年，摄影师刘浴辉出游至巨田，拍

下榨油坊的照片。当地非遗专家刘巧艳按图

索骥，确定这是株洲仅存的水力榨油坊。

榨油坊虽暂停营业，但作业流程清晰可

见。修渠引水至房外，推动水车，带动碾盘，

碾碎茶籽。由碾房向里，分别是焙房、榨房。

“从去杂剥籽到沉淀沥油，有 20 多道工序。”

谭桂根说，30 多年前，榨油坊生意红火，邻

县茶陵都有人挑茶籽来榨油。

刘巧艳告诉记者，与传统榨油坊相比，水

力榨油坊最大的特点，在于不用人力、畜力，而

是水力。“以复杂且巧妙的水动力装置、碾槽装

备、烘焙房装备等器具为重要载体，整套工具

部件上百，工艺精湛、造型多样，完美再现了古

代科技，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

榨油坊能留存至今，在于谭家三代人的

接续守护。

榨油坊传到谭桂根爷爷谭文妹手上，夯

土墙多处开裂，风雨飘摇。谭文妹筹资雇人

修墙补瓦，同时辟出晒茶籽的平地。

1988 年，榨油坊一面墙抵挡不住风雨侵

蚀，轰然倒塌。谭桂根父亲谭正华组织族人

筑起新墙。

时代在变，能修水车、碾房的木工难找

了。谭正华交代懂木工的女婿张朝阳，老师

傅维修做工时，站在边上，手眼并用。如今，

张朝阳成了老师傅。

2019 年，老父亲过世，谭桂根接过榨油

坊的钥匙。

随着现代榨油技术的兴起，传统榨油坊

日渐衰败，前来榨油者寥寥。加上只能季节

性经营，难以养家糊口，大多数时候，谭桂根

在外打工。

即便如此，谭桂根从未放弃。“祖上留下

来的东西，不能在我手上断了！”只要有空，

他会清理水渠，修补墙瓦。部件坏了，他请来

姐夫张朝阳修好。每年冬，榨油坊依然能榨

出香喷喷的茶油。

2018 年，巨田水力木榨榨油技艺列入株

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来考察的省市专家

说，保存如此完整的水力榨油坊在省内罕

见，应加大保护力度。

“单靠他一个农民来保护，太难了！”刘

巧艳说，攸县文物保护部门正商讨方案保护

榨油坊，也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手，留住这

个散落在乡间的“文化遗珠”。

三代人接力护“文化遗珠”
——攸县巨田村谭氏家族守护水力榨油坊的故事

湖南日报 11 月 16 日讯（全媒体记

者 杨军 通讯员 周云峰）11 月 12 日，安

化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创

建启动仪式在安化县举行，开始为期 3

年的创建工作。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是

以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为主，具有一

定规模、管理规范、产品对周边相关产业

生产起到显著示范带动作用的区域。今

年 8 月，安化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示范区，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公

布的 2021 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

范区筹建名单。

近年来，安化县把加强茶产业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作为推动质量发展的重要工

作来抓，制定“安化黑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安化黑茶”地理

标志使用，并加强保护；制定 8 项国家标

准、17 项省级地方标准，完善“安化黑茶”

从茶园到茶杯的标准体系；积极引导符合

条件的生产企业使用“安化黑茶”专用标

志，授权新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

102 家；有效规范“安化黑茶”专用标志使

用企业日常监管，加大执法保护力度。去

年，“安化黑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入选中

国与欧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首批

保护名单，为示范区创建打下基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小雷 邢骁

今年来，长沙县全面吹响美丽宜居

村庄建设“冲锋号”，奋力创建 162 个美

丽 宜 居 村 庄 ，覆 盖 全 县 15 个 乡 镇（街

道），惠及千家万户。11 月 12 日，长沙县

“党建聚合力——书记领航行动”暨美

丽宜居村庄建设拉练活动举行。该县四

大家班子成员及有关乡镇（街道）、部门

负责人，深入全县 15 个美丽宜居村庄、

社区调研，全面了解乡村振兴及美丽宜

居村庄建设情况。记者跟随调研团，“走

马观花”美丽乡村。

行至春华镇，大家将目光投向车窗

外，这里万亩粮食示范片一望无垠、生

机盎然。

长沙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粮食

播种面积常年保持在 116 万亩以上，总

产量 5 亿公斤以上。作为全省农业重点

镇，春华镇不仅大力建设长沙的“米缸

子”“菜篮子”，还依托产业优势，打造美

丽宜居村庄，发展“美丽经济”。

村道宽阔，环境整洁，蔬果飘香……

走进春华镇金鼎山社区鼎盛片区，一幅

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跃入眼帘。

屋场“新农人”不仅种地，还在政府

引导下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一到周末，屋

场“田头超市”“共享菜园”就热闹起来，

游客选中爱吃的新鲜蔬菜，扫码即可带

走。不少市民还在当地租了菜地，利用周

末过来照看；抽不出时间的市民，可通过

手机查看蔬菜长势。蔬菜成熟后，市民可

自行采摘，也可通过配送服务送货上门。

“浙有龙井，湘有金井”。金井镇经

济主要依托茶产业，金井茶产业年产值

达 16 亿元，游客纷至沓来。

行走在金井镇金龙村花园片区，茶

林层层叠叠，绵延山间。三棵树茶园是

金龙村的“网红打卡地”。“我们还将建

设‘三棵树茶园天文台’，建成后将成为

中南地区最大的天文台，带动乡村‘夜

经济’发展。”讲解员介绍。

黄兴镇曾被称为“化工之乡”，如今

却刮起了发展花木的旋风。依托花木产

业，黄兴镇大力建设美丽宜居村庄，发

展绿色经济 。走进鹿芝岭村一字墙片

区，花卉苗木漫山遍野。“一山花木就是

一座绿色银行，只要苗木培育得好，不

愁赚不到钱。”

在长沙县，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以产

业为基础，因地制宜，拒绝“千篇一律”。

开慧镇之美不只在田间地头，更在

房前屋后 。该镇着力做强做优民宿产

业。走进开慧村坡里、余家坳美丽宜居

村庄示范点，乡村民宿插花式分布，掩

映在大树下。新铺的沥青路宽阔整洁，

乡村公园和休闲长廊装扮一新，民宿和

农户庭院干净整洁。

行走在果园镇浔龙河村新大屋，主

干道两旁花红草绿赏心悦目，屋场庭院

错落有致，喷泉随着音乐节奏起舞，时

间仿佛慢了下来。“这里距离青松养老

院约 15 分钟车程，果园镇卫生院浔龙

河分院也在启动建设中。”讲解员介绍，

新大屋以绿色为底色，利用区位、医疗

优势，大力发展康养产业。

长沙县奋力创建162个美丽宜居村庄

“走马观花”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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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园变课堂
11月 16日，洞口县委党校2021年科干班学员在竹市镇曲塘

村柑橘产业基地开展现场教学。近年，洞口县委党校将教学课堂

搬到企业、乡村，让参训学员到生产一线调研、学习，提高了干部

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