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点评

江上游船，已经成为了解长沙的新视角。江天一色，渔舟
唱晚，荡漾水上，夜长沙的神秘与妩媚尽收眼底。无疑，水上旅
游观光繁荣了夜经济，夜经济也推动了水上旅游观光。

船长盛伟文和他的同事们，紧握手中之舵，不仅是游客安
全的守护者，也是夜游经济的推动者，更是“山水洲城”中的一
道风景。

不仅是安全守护者，更是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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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 我才16
岁就入伍南海舰队。” 盛伟
文，身形瘦长，一米八七的个
子， 穿着一套蓝色的船长制
服， 肩上还有着象征着船长
身份的四道杠，“当时招海
军，院子里三四十个人仅3个
合格， 而我幸运地成为了其
中之一。”

盛伟文大半辈子都漂泊
在“水上”。1987年，他从舰队
转业到长沙， 成为了湖南省
石油航运公司的一名员工，
负责驾驶运油船舶。 从长江
到黄埔江， 几乎跑遍了我国
的内河。

最困难的一次行船是何
时？盛伟文摇摇头笑着感叹道，
实在太多了。“1998年洪水期
间， 我们船行至岳阳城陵矶擂
鼓台时，江水特别湍急，水底下
还布满了礁石。航道弯曲狭窄，
我们凭借经验，急忙调整航速、
航向，才得以平安归来。”

2017年10月1日， 湖南龙
骧浏阳河水上客运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 盛伟文成为了第一批
船长。“公司一共有5名船长。船
长证可不好考，我自己就考了8
年。”他回忆，当时考初级资格
时，船行至四川宜宾，因为对航
线不熟，导致方向偏差。

本报1月3日讯 “有这么多东西啊，
好开心。”今日一大早，长沙东方芙蓉小
区的业主刘女士就来到小区物业公司
领取业主“福利”。“福利”包括米、油、盆
栽和福袋。

据介绍，该小区2013年入住以来，物
业公司和业主关系融洽， 在整个东方新
城社区都已传为佳话。岁末年初，小区物
业为感恩业主长期的支持， 为每一户业
主送上了一份新年礼物，价值150元。

物业给业主发“福利”送祝福

1月3日上午，三湘都市报记者赶到
东方芙蓉小区时，物业办公楼外不少业
主正排队领“福利”，一袋袋米、一箱箱油
和红彤彤的福袋整齐地堆放在大门两
侧，一旁空地上还摆放着许多正开着花
的盆栽，场面十分热闹。

业主彭女士笑容满面地从物业工作
人员手里接过礼物， 连声道谢。“有这么多
东西啊，好开心。”不久，业主刘女士也跑来
领“福利”了，看到眼前丰富的礼物后一脸欣
喜，随后与物业人员和其他业主攀谈起来。

“感恩业主一直以来的支持， 送上
一份礼物，祝福他们新年幸福安康。”小
区物业长沙市琪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经理赵爱华介绍，这次为每户业主
准备的“福利”每份价值150元，1100户

总花费10多万元，全都来自小区公共收
益。“每户业主都有。”

7年物业和业主和谐共处

记者注意到， 物业工作人员在发放
“福利”时与业主都表现得很熟识，相互之
间像朋友一样打招呼、 拉家常。“我们相处
很融洽，物业费的收缴率也在95%以上。”
赵爱华介绍， 因为物业公司为业主办实
事，还收到了来自业主的两面锦旗。

据了解，东方芙蓉小区于2013年交
房，由于开发商挪用资金，小区业主长时
间拿不到产权证， 经过物业公司和社区
一年多的推动、协调，2018年9月，小区
第一批400户业主拿到了产权证。 目前
小区90%的业主都拿到了产权证。

“我觉得小区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
维护、管理都很到位。”谈及对物业公司
的评价， 业主彭女士竖起大拇指。“业主
在地下室掉了钱包， 保安捡到后及时主
动送还。小区内有业主提重物经过时，保
安也会主动上前帮忙。”

“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典范小区。”长
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东方新城社区书
记刘辉照受访时表示， 在该社区共8个
物业小区中， 东方芙蓉小区物业与业主
的和谐共处已传为佳话， 为其他小区树
立了榜样。 ■记者 胡锐

怀化市沅陵县消防救援大队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重常态、求实效，唱响
“深、活、实、好”四字诀，落实主题教育活
动在基层单位开花结果。

根据消防职业的特殊性，沅陵消防
救援大队从三个深度着力构建主题教
育活动立体维度。纵向挖掘“组织深度”。
并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抓实教育活动，
真正让主题教育走心走实。 组织指战
员、政府专职消防员、文职雇员畅谈学
习体会，共撰写心得体会65份，撰写消

防安保决心书45份。
大队共检视问题27个， 提出整改措

施68条，已整改问题23个，并针对消防驻
扎在城市，与社会一墙之隔，日常管理难度
大的实际情况，大队从抓好指战员日常养
成、专业学习训练、一日生活秩序做起，从
抓好治黄、治赌、治毒、治酒和治庸、治懒、
治散入手，利用早晚点名、操课、集合站
队、熄灯就寝、外出归队等时机，查违纪
违规情况， 及时通报点评并纳入日常量
化考评。 ■通讯员 梁锋 詹加福

夜船长：带你畅游的人也是一道风景
带游客游湘江、看橘洲焰火，领略“山水洲城”初印象 最开心的事是看着游客安全下船

乘船夜游湘江，
感悟“山水洲城”，已
成为出游时尚。而每
逢焰火燃放，游船更
是江上黄金观景位，
船票更是抢手。

目前，湖南龙骧
浏阳河水上客运有
限责任公司已开通
两条总航线，并开辟
了多个产品，比如浏
阳河印象一日游、湘
江情怀日游、 夜游、
泛舟游、 红色一日
游、焰火游等。

公司负责人黄
树贵说,其实长沙的
水上夜游由来已久。
“以前湘江上有四家
水上客运企业，运营
的是落后的铁皮船，
俗称‘慢慢游’，没有
正规手续，票价大概
20-40元 /次。2015
年，龙骧集团收购整
合，相继成立九洲龙
骧公司和龙骧浏阳
河公司，水上旅游逐
渐规范起来。”

之前，长沙的夜
生活多指“深夜食
堂”， 而如今更为多
元化。 黄树贵说，在
更深的夜，你不仅可
寻觅美食，还可以漫
游湘江和浏阳河，
“从2017年到2019
年，公司年接待游客
数从几万人到几十
万人，节假日更是一
票难求。”

盛伟文，51岁，已在湘江
中掌舵夜班游船2年多时间。

2020年元旦， 长沙用一场盛大的橘
洲焰火迎接新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市民
前往观赏。盛伟文正是当天“鐏龙号”豪华
游船的掌舵人，而此班航线的船票，则早
已在一个月前抢购一空。

“主机附机准备发动， 所有安全员就
位，船舶准备离港！”1月1日晚上8点，随着
一声低回船鸣， 盛伟文通知解开尾缆等，
随后转舵，扳动车钟，游船从长沙三馆一
厅游船码头缓缓启航……

■记者 卜岚
视频/何佳洁 王珏 郭辉

衡山县融媒体中心 郭宇祥

1月1日晚上9点，盛伟文
坐在驾驶台中间， 左手转动
舵轮，右手扳动车钟，将船平
稳靠泊码头， 旅客正有序下
船。“看着游客安全下船，是
我最开心的事。” 盛伟文说，
“每天从早上9点多到晚上8
点多是我工作的时间， 客流
高峰时常会加班到深夜。”

据了解，“鐏龙号” 豪华
游轮目前执行两条航线，一
条从三馆一厅发航到橘子洲
头， 一条从陶公庙发往橘子
洲。 盛伟文负责的主要是第
一条航线， 一天8个航班，往
返一次25公里， 一天下来约
有200公里，日平均接待游客
400-500人。

从三馆一厅出发， 经过渔
人码头、裕湘纱厂、杜甫江阁、橘
子洲头、岳麓山等，最后在橘子
洲中部停下来， 大概45分钟，7
个景点，将长沙山水洲城的夜景
一览无遗。“这些景点里，我最喜
欢橘子洲头毛泽东青年艺术雕
像，每次停驻在那里，心中敬意
总会油然而生。”盛伟文说。

盛伟文深知船长的责任重
大。只要船开着，他就守在驾驶
室， 连吃饭都是端到驾驶室里
“解决”。因常年掌舵，盛伟文的
双手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茧，但
仍旧乐此不疲。“退休后准备干
点什么？”“还会在水上漂吧！看
能不能返聘去驾驶小船。”他笑
呵呵地说。

三十余年坚持“水上漂泊”

平均每天航行至少200公里

小区物业新年送“福利”
7年和谐共处成典范

唱好“四字诀”让消防主题教育基层开花结果

人物档案

水上旅游逐渐
规范, 节假日
一票难求

延伸观察

船长盛伟文带领游客欣赏山水洲城的美景，平均每天航行至少200公里。 顾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