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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无房户，通过易地搬
迁我们一家人搬到了镇上，住
进了现代化生活小区。我们夫
妻两个现在安化通发生态园
上班，收入稳定、生活安定，和
过去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5
月5日， 益阳安化县平口镇村
民戴继云说起村里来了“大企
业” 后给他生活带来的变化。
2017年，安化通发生态园入驻
平口镇，通过直接帮扶和委托
帮扶、组织技术骨干传授先进
的种养殖技术等方式，带领当
地贫困村民脱贫致富。

企业将贫困户
纳入帮扶体系

2017年以前， 兴果村是平
口镇唯一不通公路的村， 也是
全镇三个贫困村之一。2017年，
由数位商界人士共同出资创办
的安化通发生态园来到这里建
立了生态种养区、 水果和蔬菜
采摘园以及办公楼、宾馆、餐饮
楼、停车场等设施。“到2018年，
已累计投入1800万元。 计划打
造一个集农事体验、休闲垂钓、
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型生态
观光园。”安化通发生态园负责
人刘陶胜介绍。

“在我们创业的队伍中，有
之前就已多次带领乡亲创业致
富的‘行家’，他们对扶贫工作可
以说是‘轻车熟路’。”刘陶胜说，
“所以，从前期准备开始，我们就

已将贫困户纳入了帮扶体系之
中。在园区建设过程中，所有的招
工用工也都是优先考虑贫困户。”

“大企业”为村民
带来新希望

“我眼睛不太好，他们就给
我安排一些不需要去高处、不
需要来回跑动的事情， 每天的
工资与别人完全一样。”在兴果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松军眼
里， 安化通发生态园是兴果村
迎来的第一家“大企业”，也是
村里贫困户们的希望。

戴继云是平口镇山洋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我老婆生了
一场大病，一下子让我们这个
家庭陷入了绝境，女儿和儿子
也面临辍学。” 为了治好妻子
的病，戴继云陆陆续续借了十
多万元，家里举步维艰。刘陶
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把戴继
云和他的妻子安排到生态园
就业。

“我在园里负责养猪，妻子
不能干力气活就给我打下手，
两人加起来年收入能有4万多
元。”说起如今的生活，戴继云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很快我们
就可以还清所有的外债， 今后
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据悉，从2017年起，安化
通发生态园就通过直接帮扶
和委托帮扶的方式，为50余户
贫困户提供种养技术指导或
工作岗位结对帮扶。2018年，
安化通发生态园共对口帮扶
贫困户9户36人，目前仅有1户
7人未脱贫， 他们也将于今年
甩掉“穷帽子”。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陈能文

村里来了“大企业”
贫困户有了新盼头
他们对扶贫工作“轻车熟路”
结对帮扶对象今年将全部甩掉“穷帽子”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下午国
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2019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
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湖
南省博物馆举行。2019年“国际
博物馆日”的主题为“作为文化
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届
时，湖南省博物馆为你安排诸多
精彩活动。

“博物馆之夜”赴奇妙之旅

为丰富今年“5·18国际博物
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内容，5月
18日20:00—22:00， 湖南省博
物馆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

本次活动将千年中华文明
与现代艺术创新相结合，通过沉
浸式舞蹈表演、博物馆实景解密
游戏、VR行走体验和5G�XR博
物馆展区互动体验等活动，让观
者在充满趣味的过程中体验了
解古代生活，深入感受湖湘历史
文明的独特魅力。

夜场实景解谜马王堆符文

当晚，湖南省博物馆首款博
物馆实景解谜游戏《马王堆符文
之谜》夜场等你来试玩！博物馆

之夜，浪漫奇诡的氛围中，真人
NPC与你实时互动，一起揭开长
沙马王堆汉墓的神秘面纱。

解谜游戏设置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2019年夏天， 身为主人
公的你，受马王堆研究所的X教
授委托， 解开十封手记中的谜
题， 解谜需要利用神秘的文字、
符号、数字等隐藏玄机的卡片和
你的手机。是不是迫不及待地要
踏上这趟解谜“真相”之旅。

全球首家5G全覆盖的博物馆

当天，湖南省博物馆还将率
先实现5G全覆盖， 成为全球首
家5G全覆盖的博物馆。

据悉，2019年“国际博物馆
日”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
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
国博物馆协会、湖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湖南省文物局、长沙市人
民政府联合承办。

“国际博物馆日” 是国际博
物馆协会（ICOM）发起，旨在促
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吸引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
的了解、 参与和关注的活动，时
间定在每年的5月18日， 每年确
定一个主题。 ■记者 吴岱霞 本报5月5日讯 全省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5.1万多起，日均出警
1.82万人次，今天上午，省交警总
队通报“五一”假期全省交通安保
情况， 全省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
均下降80%以上， 未发生一次死
亡3人以上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未发生长时间、大面积交通拥堵。
“五一” 4天假期， 全省高速公路
车流总量达1317万台次。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吴多拉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设在湖南省博物馆

“博物馆之夜”等你来解谜马王堆符文

一系列活动全程高能

博物馆除了推出“博物馆之夜”外，还有“博物馆网
上展览”上线；“博物馆在移动”上线；启动由国家文物局
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推出的知识竞答型节目《中国国宝大
会》；公布2018年度“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评选活动
获奖名单；公布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项目评选活动获奖名单等一系列活动。

同时， 长沙市区的各博物馆于5月18日前后将举办
文化沙龙、文物鉴定、文物捐赠、学术讲座、微展览等特
色活动，博物馆日当晚向公众预约免费开放，以满足观
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

四大展览重磅来袭

博物馆日怎能少了展览呢？届时，由湖南省博物馆
联合全国部分博物馆举办的“根·魂———中华文明物语”
特展，以及湖南省博物馆三大专题展览“激逸响于湘江
兮———潇湘古琴文化展”、“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
窑”、“画吾自画———馆藏齐白石绘画作品展”将开幕。

本报5月5日讯 夏天旅游
去哪里？由中国天气网联合湖南
省气象学会主办，省气象服务中
心承办的中国（湖南）气候旅游
胜地“夏季避暑旅游目的地”评
选活动已经拉开帷幕，我省将挖
掘一批避暑纳凉、 漂流戏水、养
生度假的高质量夏季旅游气候
目的地，让公众享受最“时令”的
旅游乐趣。

省气象服务中心副主任黎
跃勇介绍，本次评选活动将结合

专家评审、公众网络投票、实地
复核等多种方式进行，既考虑到
景区在公众中的口碑，也有气象
景观预报、气候论证等提供科学
的数据支撑。评选为中国（湖南）
气候旅游胜地“夏季避暑旅游目
的地”称号的单位，同时获得参
选中国气候旅游胜地评选资格。

据悉，目前评选活动已经进
入报名阶段，参评景区可登录中
国天气网下载相关资料并报名。

■记者 李成辉

夏季避暑去哪里？专家为你权威推荐

南航：
假期过后机票宽松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 记者
从南航湖南分公司获悉，“五一”4
天假期， 南航在湖南地区平均每
天运送1.7万多名旅客出行。

据南航湖南分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假期过后长沙出发的机票还
比较宽松，5月7日至5月12日长沙
前往东北如哈尔滨、沈阳、长春等
方向余票较多， 往西北方向如西
安、西宁、乌鲁木齐也有充足座位。

■记者和婷婷通讯员肖旸

高速：
缓行和拥堵事件降20%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今天从
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
心获悉，5月1日至5月4日，全省高
速公路路网出入口总流量为1318
万辆，日均流量329.5万辆，较去
年日均同比增长14%。 在路网流
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 缓行和拥
堵事件较去年日均同比下降
20%，未发生长时间长距离拥堵。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江钻

湖南交警：
查处交通违法5.1万起

湘江长沙站
水位破30米

5月5日18时，长沙
市城区水文水资源局，
水位标尺有的已经大半
没入江水中。 受降雨天
气影响， 湘江出现今年
较高水位。 据省水利厅
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
示， 截至当日20时，湘
江 长 沙 站 水 位 达 到
30.39米。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