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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任锦康

暑假去哪儿？“三下乡”！这是我省高校大学

生的回答。

广大农村需要大学生发挥聪明才智，大学生

也需要到农村去，在服务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接触

社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文化下乡、科技下乡、卫生下乡——今年暑

假，我省广大高校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路，以奉献之姿践行担当和使命，将青春融入新

时代的追梦征程。

形式更多样，贴合乡村需求

舞蹈表演与歌舞演绎相得益彰，湘潭大学艺

术团赴革命老区平江县，举办了唱响新时代奋进

心声、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惠民展演”；用

墙体彩绘再现当地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湖南女子

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实践团队赴怀化洪江大崇

乡石板桥村，运用专业特长，为乡村振兴注入文

化动力；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搴光

揽文”实践团队先后考察了解湘潭巫家拳、醴陵

窑、张家界大庸武术、常德丝弦等地方非遗文化，

初步构建湖湘传统文化数字博物馆，推动濒危民

间文艺的传承保护举措切实落地……

与往年相比，今年暑假，我省各高校“三下

乡”团队更注重结合各自的专业优势，贴合乡村

的需求，为乡村文化振兴奉献青春智慧。

支教是大学生“三下乡”的保留项目，相比往

年，今年大学生更注重以新颖的方式，针对乡村

学生需求，开展受欢迎的支教活动。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实践团

队来到湘阴县金龙镇，以“游园会”的形式，让孩

子们在娱乐的氛围中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实践团队来到龙山县

茨岩塘镇，通过知识讲座、情景剧模拟、放飞自我

游戏等，让青少年学会有效沟通、情绪管理等心

理调节技能；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下乡团”则在宁乡

市、邵阳市、衡阳市、常德市等地的乡村，为儿童

开展中医启蒙活动，在其心中埋下传承中医学的

幼苗；

“探索·科学实验站”“思维·小小编程师”“动

手·积木建构家”“实操·机器人编程”……长沙师

范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实践团队则为郴州

市永兴县的小朋友们送上精彩的科技课程，在他

们心中种下创新的种子。

当支教不再仅仅是陪伴，更有指引，当乡村

孩子收获的不仅是温暖，更有成长，大学生们也

更展现了学有所用的担当。

服务再升级，助力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需要科技支撑。作为科学技术发

展的青春力量，我省大学生积极担当主动作为，

为乡村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这个暑假，花垣县长乐乡那光村迎来了一群

博士们——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博士服

务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团队。他们踏入田间地头，

开展无人机施药技术示范，点对点为水稻长势不

好“问诊把脉”，手把手为玉米种植户消灭病虫害

支招，从茶叶品种选育、种植等多方面对茶叶发

展进行技术指导……“学农是为农，能用自己专

业解决农民实际问题，是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

当。”实践团成员李潭说。

洞口县罗溪瑶族乡也迎来了博士团——湖南

科技大学博士暑期科技服务团。他们走乡串户，对

切坡建房修路、桥梁安全、水资源、自建房安全排

查 4个方面进行实地调研和安全性专业检测，化身

“移动问诊室”，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对症下药、靶

向治疗”，为村民安全生活开出“诊方”。

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实践团队则

深入龙山县洗车河镇克洞村，从人、文、地、产、

景等方面展开实地调研，围绕当地旅游线路、文

化资源等展开创意设计，进行了“克洞村”“克洞

人家”等一系列龙山 IP 的打造……“‘克哪里都

不如克洞村’，他们提出的旅游口号令人耳目一

新。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合作，以推动我们的乡

村旅游文化事业发展。”克洞村党支部书记彭清

东说。

当“三下乡”成为大学生投入乡村振兴的起

点，这项伟大事业必将迸发出蓬勃活力，吸引更

多大学生积极参与，使广大乡村变得更美好。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婷

“佳木茏葱，奇花闪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

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

让人神往。现实生活中，湘潭也有一座“大观园”，

叫“盘龙大观园”。这个地处长株潭绿心区的国家

4A 级景区，占地 3.5 平方公里，由花卉博览园、亲

子游乐园、萌宠动物园三部分组成。

入园处，花香裹着泥土的气息扑鼻而来。这

里流传着一句话——五岳归来不看山，盘龙归来

不看花。为何？盘龙大观园是中南地区规模最大、

花卉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赏花基地，一年四季

花开不断。

说到夏季的花，自然少不了荷。盘龙大观园

占地 300 多亩的荷花园，盛花期灿若瑶池，光是历

届中国荷花展获得金奖的品种就有 30 多个，是我

国荷花品种宝库。在这里，既可赏世界最大的荷花

“舞妃莲”，又可观袖珍品种“小精灵”。花瓣数最多

的荷花、花色最多的荷花、最古老的荷花……各种

“世界之最”，都可在这里一睹真容。

漫步赏花，见荷叶、荷花随风飘动，小鸟和蜻

蜓不时来凑热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这是晴天赏荷的惬意。若遇雨天，清凉的

雨 水 落 在 碧 绿 的 荷 叶 上 ，恰 似“ 大 珠 小 珠 落 玉

盘”。一阵风吹过，荷塘中摇曳一片，水珠又乘着

风，从这片荷叶滑到那片荷叶，最后带着清香落

入水中，泛起圈圈涟漪。

君子爱花，首选兰花。占地 50 多亩的兰草园，

汇聚蕙兰、建兰等 7个科属、500多个品种的珍稀兰

花，花期横跨全年。被称为“花中袋鼠”的兜兰，唇

瓣呈口袋状；艳丽娇俏的蝴蝶兰，状似展翅的蝴

蝶；酷似翩翩起舞少女的跳舞兰，俏皮可爱……

这个季节，盘龙大观园的葡萄也熟啦，一颗

颗晶莹的葡萄挂满枝头。在盘龙大观园尝葡萄，

您可实现从葡萄架到舌尖的“最短距离”。

适合一家人游玩的，莫过于亲子游乐园。这

里有 2秒钟内冲向 30多米高空的极速火箭蹦极，有

48米高的太空梭，还有 360度旋转的摇头飞椅……

这些刺激体验，让人尖叫不断。

如果室外项目玩累了，那一定要来“球幕电

影”歇歇凉。这里的电影拍摄及放映均采用超广

角鱼眼镜头，观众厅为圆顶式结构，银幕呈半球

形，观众被包围其中，视银幕如同苍穹。电影时间

不长，观众以影片第一视角身份参与到电影中。

不管是飞沙走石的动物大迁徙，还是电光石火般

的飞车特技，伴随着动感座椅晃动，让人身临其

境、意犹未尽！

最受小朋友喜欢的，当属萌宠动物园。您可

带着孩子与小鹿亲密互动，观看孔雀飞行表演、

鹦鹉特技表演，一定会被它们的智慧所折服！

如果想要拍美照，那不能错过盘龙大观园

“湖南馆”。这是由盘龙集团负责设计、施工和制

作，2019 年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展出的宝

贝。世园会闭幕后，经湖南省林业局批准，湖南馆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被拆下，装上 7 辆大卡车，

在盘龙大观园“安家”。这座占地 100 平方米的小

院，种着黑松、香柚、海棠、兰草、瘦竹等，一步一

景。湖南馆还会不定时出现仙气飘飘的“雾森”效

果，拍照那是“绝绝子”！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刘小琴

盛夏时节，湘乡市白田镇南薰山上草木葳

蕤。位于半山腰的中共南熏区工委办公旧址，不

少游客来此探访革命先辈足迹。该镇以革命旧址

为核心，借力红色旅游热，打造文旅康养小镇，游

客越来越多。

旧址今犹在

中共南熏区工委办公旧址是一栋土砖结构

的平房，历经大半个世纪风雨洗礼，变得斑驳陈

旧，墙上依稀可见红色革命标语。

从旧址沿着一条蜿蜒的羊肠小道往山里走，

穿过一片片杂草和灌木，可看到一处天然石洞。

白田镇文化站站长王卓越说：“1926 年，南薰地下

党支部在这里成立，点燃了白田镇的革命火苗。”

“1948 年，我在这个石洞里宣誓入党。宣誓后

便将誓词烧毁，也没有名册，党员组织关系只记

在上线负责人的脑子中，以防特务破坏和叛徒出

卖。”98 岁的地下党员肖敬之老人说起那段往事，

记忆犹新。

如今，南薰山上仍完好留存着中共南熏区工

委办公旧址、地下党秘密会址等遗迹，成了远近

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湘乡本地以及娄底、

宁乡等周边地区的机关、企业、学校经常组织人

员来南薰山接受红色教育。

“依托长芷高速，南薰山距离韶山、灰汤等景

区只有约 30 分钟车程。我们已编制一系列规划，

打算充分发掘南薰的红色资源，将周边成熟景区

的客流吸引过来。”白田镇党委书记綦敏说。

有湖更有“福”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白田镇进行长远规划，

在红色乡村游基础上，开发古龙湖，做起休闲康

养文章。

七八月的古龙湖，是它一年中最美丽的时

候。湖面波光潋滟，湖畔草木葱郁。湖坝下万亩良

田稻穗金黄，不时有三五只白鹭飞过，构成一幅

自然和谐的乡村生态画卷。

5 年前，古龙湖周边建有大规模的猪场，是个

令人掩鼻的臭水湖。2017 年，当地政府下大力气

进行环境治理，关闭猪场，进行生态修复。如今，

原猪场所在地 130 亩土地上树木苍翠，百草丰茂，

古龙湖水质从劣Ⅴ类升至Ⅲ类。

优美的环境，吸引湖南天汇航投实业有限公

司前来投资。该公司计划投资 80 亿元，依托古龙

湖独特的山水资源优势，建设湖南古龙湖航天文

旅小镇，打造集军事、航天、红色旅游、农业农耕

于一体的产业发展示范区。目前，首批精品民宿

正在建设中。

“自从古龙湖环境变好，来这里的游客越来

越多，我养的鸡鸭、种的果蔬不用挑出去就能变

成票子。”村民彭武能真切感受到旅游发展带来

的“福利”。

随着黄龙康养生态园、三迁创业文化田园休

闲综合体、原色诗意稻海风情园等一个个绿色生

态项目相继落地，“红色南薰山，绿色康养地”蓝

图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倜

“太开心了，今天是难忘的一天！我很憧

憬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8 月 5 日，7 年前英

勇救人的“全国道德模范”周美玲，从湖南科

技大学校长朱川曲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金

秋九月，她将正式步入高校大门。

这封红灿灿的录取通知书，是对她经历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最好的嘉奖！

时间回到 2015 年 5 月 22 日。

周美玲是长沙望城人。当天晚餐后，当时

还是 12岁的她与母亲在家附近散步。走到一个

丁字路口时，周美玲看到一名小男孩正横过马

路，而前方一辆满载砂石的大货车疾驰而来。

千钧一发之际，她飞快冲到马路中间，迅速将

小男孩抱住并将其推至安全地带，可她自己，

却来不及爬起来，被大货车撞上……

躺在病床上，恍惚间，她第一次听到了

“截肢”这个词语。“我一定要保住我的双腿！

再痛再苦再难再久也不怕！”当时她说，自己

绝不屈服“命运的安排”。

这简直是一场“炼狱”——手术前前后

后做了 8 次，万幸，她终于保住了双腿。可康

复过程极其艰难，她已不记得自己流过多少

泪水、汗水。

当年，她被授予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称号，更让所有人看到了“雷锋家乡好少年”

的风范。她的故事广为传颂，社会各界的爱心

源源不断汇聚而来。从那时起，一颗“永怀善

心”的种子，在小美玲心里扎根，她暗自发誓，

要成为一个对他人有爱、对社会有用的人。

几年“抗争”，她的腿伤逐渐好转，2018

年，她重回校园。

起初，她有点不适应，但老师和同学给

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她行动不便，同学

们争相帮忙；功课落下太多，老师们主动给

她“开小灶”……被爱心包围，她重拾信心，

感觉拥有一群良师益友，自己何其幸运！

身处磨难，却心怀温暖。她坚信，心中有

光就会找到光。

她开始用心“装点”自己的生活。她喜欢

拍照，就用心记录生活日常，捕捉人间美好；

她喜欢追剧，最爱看平凡人物奋斗的故事；她

喜欢发朋友圈，内容“古灵精怪”、快乐满满。

日子逐渐迎来光亮，她一天天在成长，

而人们也不曾忘记她的事迹。

可她始终觉得，自己为这个社会做得还

不够。“过去几年，我参加过许多公益活动，

认识了许多可敬的时代好人。很多人将好事

做了一辈子，我想和他们一样，用一生来回

报社会、造福他人。”周美玲说。

即将进入大学的她，将攻读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想学好扎实本领、结交更多朋友、

游览祖国河山、报名公益支教……”谈及大

学生活，她充满期待。而对于未来，她也有了

打算：“我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做一

颗朴实的‘启明星’，传递知识和希望，将雷

锋精神更好地发扬。”

“学校将在经济、生活上帮助美玲解决

后顾之忧，并加大培养力度，引导她成为一

名有能力、有素质的教师后备人才。”朱川曲

表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福芳 实习生 何畅

【名片】

牟生，34 岁，楂堆饮品创始人。曾有过 5

年媒体和互联网从业经历。2017 年创业，选

择深耕茶饮细分“赛道”，在网红茶饮扎堆的

长沙开了第一家“楂堆”饮品店，目前拥有 5

家自营门店，其中 3家是在疫情期间开的。如

今，“楂堆”已成为长沙新的网红品牌。

【故事】

8 月 4 日，在长沙海信广场 7 楼，“楂堆”

的门店前很热闹。这家新中式国潮风装修的

店子，主打山楂，整个店面新鲜独特，不时有

年轻人入店购买饮品。不同于长沙网红新消

费品牌的高调，“楂堆”在 5 年里只开了 5 家

店，而且都避开人流量最爆的区域，选择在一

些相对冷门的地方，默默成长。

5 年 5 家店，相较于大部分茶饮品牌，“楂

堆”的发展看起来似乎有些“慢”，但这几年其

他品牌来来去去，“楂堆”却在不知不觉中闯

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对山楂有情结，只想做个口碑小店

2007 年，牟生从家乡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来到湖南上大学，专业是广播电视新闻学。

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长沙广播

电台，2 年后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从此辗转

北京、武汉、深圳等地。工作几年后，有了一定

积蓄。

“是不是该好好思考下自己的未来了？人

活一世，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作品，而不仅仅只

是完成‘作业’。”牟生天生就有种不安于现状

的基因，生活有了保障后，开始思索未来。

“只有创业，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

牟生和原来的同事胡荃洲一拍即合，2016 年，

两人辞职准备创业。“当时，我们定了个目标，

就是做山楂类饮品，或者甜品，在网红长沙的

光环下，做个口碑小店。”牟生说。

“为何选择山楂做主料？”记者问。

“我是东北人，对山楂有情结。小时候，家

门口、山上到处都是山楂，我们经常采来吃。

山楂也是药食同源水果，值得加工开发。而

且，当时长沙还没有以山楂为主打的饮品，我

们希望深耕细分领域，带给消费者酸酸甜甜

的味道。”牟生选择山楂的初衷很朴实。

拜师学艺、调研考察……2017 年底，在

长沙贺龙体育馆叮叮 mall，被业界誉为重新

定义茶饮市场的“楂堆”开门迎客。

“楂堆”将山楂作为主打，研发 30 多款产

品，有工夫山楂羹、山楂莓莓、山楂气泡水等。

就像新式茶饮里流行的“复合式搭配”，“楂

堆”用丰富的食材搭配，实现传统饮品创新突

破。

“楂堆的大部分产品，采用‘山楂羹七法’

古法熬制，以‘食味’为主、‘药养’为辅，在保

证味道的前提下，增加养生价值。”牟生介绍，

5 年来，几家店一直比较稳定，每天平均卖出

七八百杯。

记者发现，楂堆在叮叮 mall 和海信广场

的门店，50 米内就有一家网红奶茶店，在网

红品牌下求生存，一般人不敢这样做，但牟生

却认为：“其实网红品牌只有扎堆，才能更引

流。中国有个成语叫‘独木难支’，这也是我们

取名‘楂堆’的另一个原因。”

与网红茶饮一起引流，专注于做细分“赛

道”，“楂堆”逐渐脱颖而出。

稳扎稳打，逆境中用“匠心”
做好产品

不论是小红书，还是大众点评上，都能看

到很多对“楂堆”点赞的帖子。“慕名来长沙，

不仅要喝茶颜悦色，‘楂堆’也不能错过……”

不做任何推广和引流，“楂堆”在这些平台上

成了热议的话题。

“我专门从武汉过来的，就为喝一杯楂堆

鲜果茶，虽然地方难找一点，但酸酸甜甜的山

楂一入喉，我觉得值得了。”记者采访当天，在

海信广场遇到一位拖着行李箱、从武汉坐高

铁过来的女孩，她一口气点了“楂堆”的 3 款

产品，过足了瘾。

“其实我们 5 家店，3 家都是在疫情期间

开的，虽然位置不是特别好，也出现过亏损，

好在我们一直在坚守，并且不断向好的方向

发展。”牟生说。

别的饮品店，疫情期间不是关门，就是苦

苦支撑，为何“楂堆”能稳扎稳打？

“‘我们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想用‘匠心’

做好产品。我们都是一点点积累，有了钱再开

下一家店。”牟生解释，“还记得开第一家店

时，就我们两个创始人，守店、进货、研发新

品、柜台服务，都是我们自己，有大半年时间，

我们每天睡眠不到 6 小时。”

这些年，有 30 多家投资机构看上了“楂

堆”，但牟生一直没有松口，不愿被资本裹挟，

以自己的节奏坚守和发展。

直到今年，碰到了一家“对味”的投资机

构，只要求“楂堆”按照自己的节奏做自己。

“其实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投资机构已不再

青睐新消费领域，但楂堆还是得到不少资本

的眷顾。”牟生说，“今年选择让资本进驻，一

是因为对味，二是因为经过 5 年积累、沉淀，

‘楂堆’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刻。”

不仅如此，“楂堆”还在积极开拓新的

“赛道”。5 月，与炊烟小炒黄牛肉合作，推出

联名产品，在疫情影响下抱团取暖。

“目前有超冰解辣茶、山楂梅梅冰沙两款

联名产品，为顾客就餐后解辣、解腻、促消化，

在炊烟小炒黄牛肉十几家店里都卖得挺不

错。”牟生告诉记者。

前不久，牟生还被长沙市天心区评为第一

批特色产业人才，成为新消费领域的佼佼者。

【感言】

做自己，就挺好
张福芳

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产品，牟生一直强调

“做自己”。

“楂堆”，只专注于做细分“赛道”，以山楂为主

打；品质必须要保障，哪怕要奔赴千里去基地，也

乐此不疲；不论是饮品还是甜品，往往“料”很足，

哪怕增加成本，也要用熬煮的工艺……

当大部分新消费品牌选择让资本进入时，

“楂堆”坚守初心，不愿意被资本裹挟，静待花

开；在疫情下艰难行进时，两位创始人始终乐

观向上，心无旁骛，用“匠心”做产品；当扩张速

度太慢，不被外人看好时，他们却在坚守中毅

行，5家门店生意稳定，慢慢迎来“高光”。

“做自己”，话简单，要做到却很难，需要

清晰的目标，更需要守得住初心、懂得坚持。

做人如此，做产品亦如此。

科教 观察

新湖南 新旅游

大学生“三下乡”：到基层淬炼青春

湘潭有座“大观园”
——记者带您“沉浸式”游玩4A级景区盘龙大观园

■小贴士

交通：从沪昆高速岳塘收费站驶出，转入

芙蓉大道，行驶 10多分钟即到。

用餐：紫藤蒸餐厅、芝樱快餐厅、芝樱烧

烤场、千人餐厅等。

住宿：园内拥有紫藤旅舍、枫林小院、火车

客栈、房车小院、天鹅小院、兰院木屋别墅、荷院

木屋别墅、星空木屋别墅等特色度假酒店。

红色南薰山 绿色康养地
——打卡文旅小镇湘乡市白田镇

12岁时从车轮下勇救男孩，“全国道德模范”周美玲
今朝喜圆大学梦——

“我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在坚守中毅行

以山楂为主打的饮品“楂堆”，在网红茶饮扎堆的
长沙，如何成为茶饮新宠——

守住初心，深耕细分“赛道”
天坑秘境
8 月 4日，航拍慈利县高

峰土家族乡山中的一个巨大

天坑。该天坑当地称之为大仙

坑，长约 160米，宽约 140米，

垂直高度约 200米，是由地下

溶洞塌陷而形成。神秘莫测的

坑底鲜有人涉足，成了草本植

物的天堂。

省直宣传文化单位支持

旅发大会前方工作队 童迪 摄

■清凉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