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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0日 18时 30分，益阳朝阳收费站疫情防控健康服务

站经过严格排查，查验出一名疫区返益人员，益阳市赫山区龙

光桥街道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雷智、经发办干

部刘玉成立即将该名人员引至临时隔离点，并告知相关防疫

规定。雷智于 18时 31分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情况，18时

33分联系了隔离酒店，并分别于 18时 35分、18时 38分向临时

党支部书记胡治国请示处置方案。18时 46分左右，该名返益

人员被闭环转运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当日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3月 31日晚核酸检测初筛结果异常，后经市疾控中心

复核确认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与此同时，

要求同车司乘人员向居住地村（社区）进行报备。

“朝阳收费站疫情防控健康服务站牢牢构筑起外防输入

的坚固防线，为全体益阳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这次

短短的 16分钟，牢牢守住了一张门，助力护住了一座城。”连日

来，益阳城区的群众纷纷在网上点赞赫山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赫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疫情防控工作。按照区里部署，龙光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聃、

办事处主任肖羲带领党员干部，紧盯益阳“东大门”朝阳收费

站，联手区有关单位和社区志愿者等百余人赴卡口轮班值守，

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对进出的所有人员（车辆）进行信息查

验、红黄码处置、登记备案等，力保疫情排查“不漏一车、不漏

一人”。3月 18日以来，该站共检查各类车辆 3.5万余台，查验

人员 5 万余人，其中，检查外省入益车辆 8000 余台，外省入益

人员 9000余人，核查黄码人员 540人、红码人员 18人，现场核

酸采样 8419人，转运上海返益人员 8人、深圳返益人员 12人、

其他重点地区人员 5人。 （胡倩玉 曹亚苏）

益阳龙光桥街道：
“16分钟果断处置”
守住益阳防疫东大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袁春华 林振林

电视剧《一代洪商》中，刘云湘输掉赌油而被沉塘的情节

扣人心弦。沉塘前，刘云湘来到油坊请油坊工人吃饭。在众多

美食中，刘云湘说了一道菜是“硬菜”。

刘云湘说的“硬菜”，就是洪江血粑鸭。这是一道洪江名

菜，具有典型的湘西风味，成品以其浓香、味足、色金黄，质酥

肥而著称。在洪江，凡是逢年过节，必然有这道名菜。这道菜

承载了洪江人的情感与记忆。

关于这道菜的来源，有这样一个孝心故事。

相传清道光年间，洪江一张姓的大户人家，老两口膝下

有 3 个女儿。父亲六十大寿时，三女儿因家境不好，只得给父

亲带上自家产的几升糯米作为寿礼。和另外两个姐姐厚重的

寿礼一比，三妹觉得愧对父亲，于是下厨做菜表孝心。

做菜时，她总在想怎样才能让父亲在今天的寿宴上吃到

自己带来的糯米，想着想着，无意间把存放鸭血的碗打翻，鸭

血全撒在糯米上了。于是，三妹急中生智，把染了鸭血的糯米

掺上水后蒸在锅里做成糯米饭，由于没有了鸭血，三妹只好

将炸酥了的糯米片拌和到已烧好的鸭肉里去。

让她没想到的是，等鸭炒熟端上桌，顿时香气四溢，众人

啧啧称奇。有人问起这道菜里那一片片糯米糕是什么时，三

妹笑答：血粑。从此血粑鸭的制作便由此传开了。后来，又经

过洪江人烹饪上的进一步改良，洪江血粑鸭逐渐有了“湘西

第一菜”的美誉。

洪江血粑鸭为何风味独特呢？洪江古商城“烟雨洪江”街

区的五溪饭店老板舒曾平，他做的血粑鸭在多次比赛中摘金

夺银。据他介绍，这跟这道菜的制作方法有关。制作出血粑，

是这道菜的关键之一。

“洪江血粑鸭制作过程中加入的洪江甜酱，是这道菜味

道独特的另一个缘由。”舒曾平说，洪江甜酱是洪江百年老字

号源春酱坊于清咸丰五年(1855)开创的知名品牌，酱质纯正，

烹制鸡、鸭、猪肉等色香味俱佳。

洪江血粑鸭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血粑的清香糯

柔，看上去色泽棕红亮泽，吃起来酱香味醇厚，咸鲜微辣，是

洪江人招待客人的首选，也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洪江，除了洪江血粑鸭，还有炒仔鸭、焖老鸭等做法，

都是令人馋涎欲滴的美食，还具有养生的效果。

做鸭子有名菜，做鸡同样有绝活。

“这道菜叫作‘鸡茸’，同样是洪江的特色美食。”古商城

的“顺发油号”饭店，一道特别的菜品引人注目。

店主介绍，洪江鸡茸为清同治年间洪江首富李吉昌家大

厨创制，食材讲究，工序复杂，大户人家过节或者请贵宾才能

吃上，因此也被称为“少爷小姐菜”。这道特色美食还曾登上

CCTV-10《探索发现》之《千城百味》。

据了解，制作鸡茸须选三黄鸡肉质细嫩的鸡胸脯肉，配

以猪五花肉，用刀背细细剁成茸状，辅以马蹄，用刀细碎，以

文火熬制。起锅加点葱花和胡椒，一碗可口的鸡茸就做成了。

如果改良一下，加些青菜，口感更加细嫩鲜滑、落口消融，老

少皆宜。

洪商文化研究会会长曾湘洪介绍，当时，洪江云集的坐

商行商带来各地不同的饮食文化，通过与洪江当地饮食习俗

长期渗透融合，造就了丰富的洪江美食文化，既集各方习俗

之大成，又不失洪江特色。

丰富的饮食文化造就了洪江古商城品类繁多的美食。杂

辣椒、鸭子粉、杀猪粉、蒿子粑等都是洪江有名的美食小吃，

备受游客青睐。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咪

通讯员 高凌 龙磊

4 月 5 日，清明假期最后一天，天气晴好。

位于株洲市天元区滨江北路的钢琴广场，各

色郁金香竞相开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

打卡。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株洲市打出

“组合拳”，通过政策帮扶、提振消费、打造品

牌等多种形式，引导旅游业有序复工、复苏、

振兴。

严格防疫，政策帮扶

连日来，全国各省市陆续出现新一轮疫

情。为确保株洲旅游业平稳有序发展，株洲市

文旅广体局第一时间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

对文化旅游场所开展疫情防控检查，重点查

看测温、场所码、健康码、行程卡和佩戴口罩

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发现不规范情况，当

场督促立行立改。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工作人员每

天早晚对景区内游客中心、各景点、景区酒

店、食堂、宿舍及各值守点进行全面消杀。景

区及酒店每天严格查验外来工作人员、游客

的健康码、行程卡等，要求持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进入景区。

神农谷天然山庄负责人万继发介绍，神

农谷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严格，目前景区有序

开放。

株洲“严”字当头，筑牢“防疫墙”，通过限

流、预约、错峰等方式，确保游客安全。

推进旅游业平稳有序发展，政策支持是

保障。2020 年，株洲市出台疫情期间减免租金

专项补助实施细则，帮助企业减免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有线电视网络费等，为全市 41 家

旅行社暂退质保金 945 万元。

有效利用该市文化科技项目“智慧文化

岛”，为文旅企业免费赠送价值 1000 万元广

告宣传。推出“动力株洲文旅通”，免费发放文

旅行业促消费资金 200 万元。

2021 年，该市按照产业链发展思路，加快

文旅项目包装策划，争取省级旅游项目资金

580.5 万元，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活力，跑出

文旅市场振兴发展“加速度”。

云上赏景，消费升级

3 月 23 日，2022 中国·炎陵线上桃花旅游

节举行。1500 多万名观众相聚直播间，开启

“云赏花”之旅。

受新一轮疫情影响，不少文化旅游场所

开启云上赏景模式。株洲神农大剧院推出“线

上云剧院”，市民可通过株洲神农大剧院公众

号进行观赏。

2021 年，株洲市结合国家文化和旅游消

费试点城市建设，引进旅游公司，创新推出湘

赣旅游惠民卡，积极开展文创大赛等活动，加

速旅游市场回暖。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产

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优

质的文旅体验。

在醴陵，体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釉下五

彩烧制技艺；走进中国陶瓷谷，感受陶瓷艺术的

魅力和张力；在图兰朵入住，在荷花里农庄、沩

山渔村等地品尝醴陵小炒肉、仙都酱板鸭、醴陵

炒粉、沩山豆腐、沩山糯米饭等特色美食。

在攸县，参观国家地质公园酒仙湖景区

和白龙洞景区，入住同心湖酒店，在龙泉山

庄、新市徐公店、贾岭药博园等尽享攸县米

粉、香干、血鸭等特色美食。

在茶陵，白天去国家森林公园云阳山、花

湖谷、南宋古城墙，品尝被誉为“湘菜之源”的

祖庵家菜，晚上入住茶乡花海花溪园、和吕度

假村等特色民宿。

在炎陵，游国家 5A 级景区炎帝陵，听炎

帝传说。还可去神农谷、云上大院避暑度假，

在鹅一哥、德味先、客家十大碗、老酃县美食

城、老鸭汤等地品尝美食……

策划推广，打造品牌

株洲地处湘东，是我国最具魅力的旅游

城市之一，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

绿化城市、国家森林城市，醴陵市、炎陵县成

功创建湖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作为新中国工业史上 300 多个全国第一

的诞生地，株洲形成清水塘老工业基地、万丰

湖株洲·中国动力谷、芦淞低空游览、醴陵“中

国陶瓷谷”、田心轨道交通等 5 大工业旅游板

块，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特色突出。

“特殊时期，国内游成为很多游客的最佳

选择。株洲旅游产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打

出株洲的旅游品牌。”株洲市文旅广体局负责

人说。

2021 年，株洲市开展旅游品牌创建，新创

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2 家、省级工业旅游示

范点 2 家、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1 个，在湖南股

交所文创专板挂牌企业 2 家。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走红色之路、

做红色传人”研学旅行活动，发布 10 条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开通长沙至炎陵红色旅游专

列，高品质打造全国首个“红色专列车厢课

堂”，推出“学党史、上党课”列车党建品牌。

去年，株洲成功举办辛丑年祭祀炎帝陵

典礼、中华茶祖节、湖南红色文化旅游节、“味

道湖南·株洲味道”美食季“五进”活动等，打

响株洲旅游品牌。

今年，株洲启动“文旅株洲”推广平台，通

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加

强株洲文旅宣传；组建株洲文旅新媒体联盟，

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开辟“株洲·周末去哪儿”

等专栏，塑造株洲旅游形象，营造周末去株

洲、看株洲、游株洲的良好氛围。

新湖南 新旅游·百舸争流 不负春光 陶醉山水
——株洲市打出疫情防控旅游发展“组合拳”

新湖南 新旅游·洪江故事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雅惠

水是生命之源，治理水污染却极其复杂，

我们生产、生活所依赖的地下水及蓄水土壤

污染情况调查和修复，至今是全球生态环境

保护和治理界的难题。

“90 后 ”湖 南 青 年 康 阳 ，誓 要 破 解 这 道

“世界难题”。他丢下“铁饭碗”，以创业者身份

组建起一支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尖端研究团

队，5 年来将创新研发的 50 多项相关专利引

入湖南，为全省乃至全国黑臭水体、地下水污

染和土壤污染治理带来全新“解题方法”。

刚过而立之年，康阳被评选为长沙市紧

缺急需人才集聚工程一类人才（D 类），但他

有更高目标：“我们的技术和企业，目标都是

世界一流。”

赤手空拳创业，技术就是底气

株洲天元区群丰镇石塘村 2000 多平方

米的水塘边，伫立着一台四四方方的银色金

属箱。

之前由于畜禽养殖废弃物直排、大量生

活污水混入，石塘村池塘水体发黑发臭，路过

者无不掩鼻而逃。塘边的银色金属箱通过提

取空气中的氧气制成臭氧，再把臭氧分子制

成微纳米臭氧气泡投入池塘，一方面快速吸

附清除池塘水体中的悬浮物，另一方面气泡

与水体充分相溶，降解水中污染物，并提升水

体溶解氧含量。此金属箱设置仅一月余，就令

池塘水体恢复正常。

这个神奇的银色金属箱，由康阳组建的

团队一手打造，净化黑臭水体使用的微纳米臭

氧气泡，是一项水污染治理新技术，正是这一

技术让康阳在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中一炮打响。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前，康阳拥有“开挂”人

生。从小到大参加生物竞赛获奖一堆，大学毕

业保送国内“双一流”学校直博。然而热爱自然

的他却想学习国内尚未开设的“土壤地下水保

护和治理”专业，因此放弃保送清华，申请进入

环境工程学走在世界前端的美国南加州大学。

在一堂课上，美国老师举例说明人类工

业对水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竟是用株洲清

水塘当作典型案例。这样的“典型”刺痛康阳，

他坚信“利用科学技术解决环境问题”的志

向，没有错。

毕业后，康阳获得原国家环保部环境规

划院工作的“铁饭碗”。“参与全国地下水基础

状况调查后，我产生了一些治理的设想，总想

试一试。”康阳记得，2017 年，他收到同学寄来

的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参赛表格，没怎

么犹豫就舍弃了“铁饭碗”，并从美国南加州

大学、洛杉矶环保署和原国家环保部环境规

划院，邀请来 5 位具有世界顶尖技术的国内

外环境专家组成研究团队，在既无资本也无

背景的情况下，投身创新创业浪潮。

技术，是康阳和他所组建团队的唯一的

优势和底气。凭着首创微纳米臭氧气泡技术，

他们在初赛、复赛、半决赛、决赛一路胜出，一

举夺得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南赛区）

团队一等奖。

冠军项目广受关注，比赛结束不久，五矿

集团便与他们达成合作，引进其首创技术处

置危险废物。

能人所不能，是前进方向和动力

“开挂”的人生，也会遭遇波折。

2018 年 5 月，五矿集团因体制改革，与康

阳团队的合作项目中断。

生死存亡之际，湖南一家医院发出医疗

废水整治项目招标信息。“医院初步核算，项目

规模约 390万元，根据法律法规，100万元以上

项目需要竞标资质才能参与招标。”康阳说，之

前公司“背靠大树”，一心研究完善技术方案，

完全没有业绩，“这样的资质不可能中标。”

一个“机会”，却没有办法获得。

“公司没有盈利，团队专家们一直无偿开

展研究，我有责任把他们的心血和成果用于

实践、实现价值。”康阳团队多次现场考察、不

断调整方案，抱着“必须拿下项目”的念头，他

们最终完全推翻当时市面已有的治理方案和

技术，采用团队研发的新技术、制定新方案，

将治污成本降到 98 万元，以“没有竞争”的优

势获得项目。3 个月后，医院医疗废水整治全

部达标。

经过一段业绩快速增长期，康阳决定精

简业务和项目。在这群国际尖端“技术流”看

来，以技术为驱动的企业，核心动力和信心来

源在于不断创造新价值，能人所不能。因此，

他们盯上了另一个世界级“难题”——工业盐

渣治理。

我国是工业盐渣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种危险废物腐蚀性极强，没有容器可实施

焚烧；毒性极大，无法存活微生物以实施生物

降解；化学药剂治理也收效甚微。过去只能采

取填埋方法，填埋成本高达 5000 元/吨，且成

为地下水污染源头之一。

康阳团队经过数年研究、反复试验，开发

出一种全新技术，可将工业盐渣转化成二级

工业盐，转化率 80%至 90%，处置成本较填埋

降低 30%以上，转化产品可实现再利用。目

前，这一技术正在项目实施中。

团队在技术进步中壮大，“90 后”康阳在

波折中成长。“我们将在三个板块分别打造全

国样板。”康阳说，虽然作为企业管理者，他仍

感到在商务推广、人才引进、保障利润等方面

问题棘手，但团队的目标坚定，要打造世界一

流的环境服务企业，“创造更多价值，这才是

一辈子的事业。”

——湖南青年人才巡礼

小荷已露尖尖角
康阳：

连克环保“世界难题”

康阳 通讯员 摄

洪江美食的“硬菜”
和“少爷小姐菜”

爆炒中的血粑鸭。 通讯员 摄

▲ ▲（上接1版①）

万吨级货轮靠泊，考验的是港口的管理

和服务能力。长沙新港之前仅有 5 台 5 吨级起

重机，港口货物往来繁忙时，无法满足货物装

卸需求，易导致港口船舶滞留。现在，长沙新

港改用大吨位起重机，1 小时可装卸 500 吨货

物，极大减少船舶滞港时间。今日到港的 1.1

万吨进口铁矿石，可装满 180 多节火车车厢，

连起来近 3 公里长，但不到 24 小时便能装卸

完毕。

根据《长沙港口主枢纽总体布局规划》，

新港公司规划建设千吨级以上码头泊位 14

个，总设计吞吐能力将达 1200 万吨。目前在

建一条连接长沙北站的铁路专用线。该线开

通后，将打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还可降

低 20%的物流成本。

根据今年 3 月发布的《长株潭都市圈发

展规划》，我省将进一步研究提升湘江主干航

道等级，力争实现湘江长株潭下游航段常年

3000 吨级通航。

▲ ▲（上接1版②）

湘林小区划为隔离管控区后，省林业局、

省林科院、天心区、文源街道立即就启动了临

时管控工作预案，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随后，院内、院外开始招募志愿者。院内，

省林科院、湘林物业、状元坡社区第一党支部

分别牵头招募了林科院单位 50 名、物业公司

15 名、小区 120 余名志愿者。院外，文源街道

发布征集令后，99 名“满天星”志愿者迅速到

位。湖南中才精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作为后

援，对数据进行摸排和汇总。

内外志愿者联动，成立党员突击队、专业

医护队、喇叭宣传队、楼栋长服务队，分工明

确，各司其职。

如何保障 1500 多人每天的物资供应？天

心区协调了 10 个线下保供商家，将物资配送

流程、商家线上下单二维码等制成一本小册

子，人手一份。小区内兴盛优选连锁超市可供

管控区内居民采买。对于封控区以及不方便

的特殊人群，志愿者提供代买、代送服务。此

举，有效解决了居民生活物资需求。

特殊人群看病就医、转运等，在街院组织

下，成立医疗救治组，牵头负责人是被管控在

家的长沙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原护士长朱文

青。需外出就医的，街道还专门租了一台车停

在门口，方便闭环转运。

封控区的上门核酸采样、消杀、垃圾处理、

物资配送等，街院专门制定方案，具体落实到人。

整个隔离管控区居民有事找得到人，问题

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自然就没有矛盾出现。

典型引领有力
——党员先锋队“下沉”服务

省林科院党委书记李昌珠、副书记袁巍

家就在院内。院长陈明皋、副院长黄忠良、办

公室主任刘红军当天恰好外出办事，得知单

位被划为管控区后，主动要求进去。院领导班

子一起统筹院内隔离管控工作。

随后，他们又充当志愿者，安排家不在院

内的 100 多名科研人员、学生的生活，协调住

宿地、买行军床、被子，提供一日三餐等。黄忠

良、刘红军因家不在湘林小区，每天吃住都在

办公室，抗疫与工作“两不误”。

守在出入口处，内外信息沟通、物资转

运、综合调度……文源街道干部秦朗忙碌不

已，常常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经常哪里有需

要她就赶到哪里。

管控当天，文源街道干部秦朗、赵冻连、彭

迎新，以及辖区湖南保利天创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党支部副书记何妙波、状元坡第一党支部书

记夏沅红恰好在院内各自家中，他们第一时间

站出来，成为“满天星”志愿者中的“领头雁”。

“怎么办？我妈要做化疗，需要外出，我又

即将临盆，家里也没有别人，你们能提供帮助

吗？”湘林小区被管控的第二天，赵冻连就接

到居民徐圣的紧急求助电话。

赵冻连第一时间协调转运车辆，闭环管

理转运，得知徐圣是 4 月 8 日的预产期后，又

提前安排好了医院和车辆。

彭迎新负责物资搬运，常常从早上干到

晚上，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何妙波

因在物业公司，有小区漏洞管理的经验，就安

排他负责小区的秩序、宣传疫情防控政策。

90岁独居老人不小心摔倒、4名孕产妇的

日常照料、剖鱼被割伤手指的居民……小区

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突发情况，长

沙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原护士长朱文青就带着 5

名医护志愿者，处理突发状况，守护群众健康。

她们还培训志愿者核酸采样、穿脱防护服。

院外，天心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积极

开展“满天星”志愿行动，文源街道党建聚合

力“源圈”公益志愿者、天心青志协以及街道

社区志愿者通力合作，内外联动，3 班倒 24 小

时不打烊。

群众参与有效
——主动参与志愿服务

经常往返省林科院送货的师傅曾熊没有

想到，3 月 28 日这趟送货，让他出不去了。

当天，他如往常一样往湘林小区的兴盛

优选送货，卸完货后却被告知小区划为隔离

管控区，出不去了，无奈他只好留在小区。因

没有地方住，他晚上就睡在车上。院内志愿者

在摸排时得知其情况，很快给他安排好住宿

地，添置被褥等生活用品，配送一日三餐。

曾熊电话告诉记者，当时跟他一起被管

控的还有 1 位司机、2 位维修师傅。“我们的住

宿、吃饭、洗澡的地方都妥善安排了，核酸采

样一次没落下，管理很到位，我住得很安心。”

曾熊说，前几天他还义务参与了小区的志愿

服务，后来院内要他隔离，足不出户，他才没

做志愿者。

“湖南好人”候选人、欧氏编织非遗传承

人欧沛琼，不仅自己当起志愿者，还带上女儿

一起。

“大门一关，就是一家人了，互相帮助也

是应该的。”欧沛琼告诉记者，现在院内居民

非常配合政府的防疫，遇到邻里需要帮助时，

总能伸出援手。连日来，欧沛琼专门负责志愿

者的后勤保障、分拣物资、核酸检测、秩序维

护等。

老家在娄底、租住在湘林小区的肖易香，

4 月 1 日接到家人电话，母亲不幸去世，想要

她回家奔丧。

文源街道得知情况后，理解她的心情，考

虑专门安排一辆车闭环送她回老家；但娄底

老家要求她回去后隔离 14 天，这意味着回去

也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肖易香很是失落。

志愿者多次电话或微信跟她沟通，排解

她的情绪，最终肖易香理解了大家的一片苦

心，选择不回去，积极配合小区管控。

【短评】

人心稳 泰山移
曹辉

隔离管控期间，群众心情本就不佳，加上

各项配套服务不到位，很容易引发矛盾和冲

突。被临时隔离管控的省林科院湘林小区却

呈现了另外一番景象：秩序井然，较好地诠释

了什么是“人心稳，泰山移”。

以往，遇到任何事情，政府总是喜欢大包

大揽，一些群众反而是站在岸上“看戏”，往往

是行政有效、治理无效。

就像发生疫情，单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

不够的。关键是要党委政府转管理为治理，动

员组织各方力量，按治理方式应对应急事务。

此次湘林小区，政府只是引路人，出方

案，定目标，把更多的主动权交给党员志愿

者。党员志愿者是从群众中挑选出的意见领

袖，也是居民信赖的熟人。服务、沟通起来更

便捷，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群众在被服务

下，感动之余，甚至主动要求参与志愿服务，

形成了良性互动。

疫情防控，只有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才

能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