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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捷灵 申爱源） “这个大项目没有污染， 还能
带动上万农户增收， 老百姓拍手叫好。” 近日，
美国月色美地红酒与烈酒集团投资1.2亿元， 在中
方县桐木镇兴办葡萄产业化项目， 该镇湘珍珠葡
萄协会副会长黄丛牡对此赞不绝口。

中方县建县时间短， 建县之初工业几乎是空
白。 近些年来， 该县大力发展工业， 改变“先污
染、 后治理” 的传统模式， 走高效、 低碳、 节
能、 环保之路。 为此， 他们实施园区战略， 高起
点建设县工业园和湘商文化科技产业园， 积极引
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项目， 星珍电子、 亚信
电子、 华润风电等10余个成长性好、 低碳高效的
项目相继入户园区。

同时，中方县主动对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积
极获取智力支撑，在技术转让、人才交流、项目开发
等方面开展合作， 努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湖
南金大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依托中国建材研究院、

中南大学，成功开发石煤提钒、旋窑余热发电等新
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目前，全县已有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3家。他们还立足当地丰富的绿色农业资源，延
伸农业产业链，吸引汇源果汁、娃哈哈等一批国内
知名企业前来投资，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形成了“绿色农业———绿色
工业———绿色财政”的新型产业链。目前，全县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经营主体332家。去年，农副产品加工
业贡献的财税收入达1.22亿元。

产业发展“绿” 为先， 推进了生态文明建
设， 也增强了发展后劲。 今年1至8月， 中方县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 增速居怀化市之首。
该县还被评为全国生态示范县， 并连续7次跻身
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行列。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尹超 向国生 通讯员
黄杰 马显平） 日前， 慈利县苗市镇界溪村“丛
林山鸡” 养殖大户王云芳又完成一笔订单交易，
一批共10800枚“绿壳蛋” 装车销往北京。 她的
“绿色山货” 一经面市便备受城里人青睐， 今年
已实现销售额600多万元。 全县像王云芳一样的
“绿色百万富翁” 已不下百人。

去年， 该县确立了“绿色慈利” 建设目标，
“山上披‘绿’、 林中兴‘绿’、 家园环‘绿’” 是
该县绿色发展的具体思路。 全县以“3·12” 植树
节为契机， 发动党员干部带头义务植树， 今年已
义务植树300万株。 全县70%以上的乡镇启动实
施了面积达3600公顷的“中德合作造林森林可持
续经营项目”， 截至8月底已投入项目资金3750万
元， 新造林11.42万亩。 另外， “中药材种植项
目”、 “油茶示范基地项目”、 “退耕还林工程”

等一系列惠民“绿色工程” 不仅让山更绿， 也使
全县人民拥有了一座取之不竭的“绿色银行”。
县里的药用杜仲皮产量居全国首位， 国务院曾授
予该县“中国杜仲之乡” 称号。 乌柏、 油桐的产
量分别居全省第一和第三。

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助推广大农民借“绿”
生财。 截至目前， 该县已建成葛根生产基地2万
余亩、 清香薄壳核桃林基地3000亩、 无公害蔬菜
标准化生产基地3000亩、 玉竹基地2500亩、 绿
色柑橘基地35万亩。 县里出台了一系列“绿色发
展” 激励政策。 今年已安排500万元“林下经济
扶持资金” 助力农民加快葛根、 玉竹、 无公害蔬
菜等种植业和丛林山鸡、 黑山羊等养殖业的发
展， 并对绿色农产品生产企业给予5000至50000
元不等的奖励。 据不完全统计， 全县绿色产业基
地已达80余万亩， 人均超过1亩。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唐
善理 通讯员 蒋三立 左亚军）
连日来， 蓝山县大桥瑶族乡堡
城村在洪灾中倒房的76户受灾
群众， 忙着给统一规划的重建
住房下基脚； 宁远禾亭镇鸡公
岭村100多村民， 挖山塘， 修水
渠， 在新规划的千亩蔬菜基地
种植蔬菜秧苗 。 在永州各地，
处处可见灾后重建、 秋冬生产
的火热场景。

永州市今年先旱后涝， 6至8
月， 连续两个多月高温少雨， 旱
灾造成严重损失。 8月中旬， 该
市两次遭受暴雨灾害， 近100万
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达20多亿
元。 永州市迅速掀起灾后重建、
秋冬生产热潮。 从8月下旬起，
全市各级领导深入一线， 各级各
部门全面行动， 先后筹集1600多
万元款物用于安置灾民， 并科学
制定了农田、 水利设施、 道路、
住房恢复重建方案。 目前， 水毁
路段、 水利工程重建工作已全部
开工， 住房重建已动工360户，
按计划今年底前将全面完成重建
任务。

结合农业生产自救和灾毁耕
地复垦， 该市及早下达了今年秋
冬修、 秋冬种、 秋冬造任务， 全
面推广领导办示范点的办法， 一
级做给一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
干， 点线面全面推进， 并通过广
泛宣传、 “以奖代补”、 “免费
供种” 等办法发动群众投工投
劳， 积极开展秋冬生产。 宁远县
每天约6万干部群众参与灾后重
建和秋冬生产， 县级领导、 机关
单位一把手、 乡镇党政一把手共
办各类秋冬生产示范点356个。

截至目前， 永州市已抢通80
条公路， 各项水毁水利工程修复
已完工1200余处； 全市已完成秋
冬种面积23万亩， 造林整地达4
万多亩， 秋冬修水利4027处， 总
投入达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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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黄晓
辉） “十一” 黄金周第五天， 全
省各地天气晴好。 我省各景区中
远程游客数量相对平稳， 自驾车
游、 城郊短线游、 家庭组团出游
持续发力， 休闲经济拉动效应明
显。 全省旅游饭店平均出租率达
到95%， 交通、 住宿、 餐饮、 娱
乐等相关旅游消费再攀新高。

据统计， 纳入全省监测的42
个直报旅游区 （点） 共接待游客
101.55万人次， 同比增长5.40� %；
实现门票收入7573.28万元， 同比
增长4.94%。 全省主要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量排名前10位的依次
是： 武陵源核心景区、 岳麓山、
南岳、 岳阳楼君山岛、 崀山、 韶
山、 世界之窗、 海底世界、 刘少
奇纪念馆、 南山、 凤凰古城。 其
中武陵源核心景区接待游客10.44
万人次， 岳麓山接待游客8.90万
人次， 南岳接待游客8.69万人次，
岳阳楼君山岛接待游客8.60万人
次。 由于主动采取分段放行、 限
量纳客、 提前预告等多种措施，
我省各景区均未出现游客拥堵和

滞留现象。
家庭组团乡村游， 休闲经济

拉动效应明显。 今天， 很多市民
以家庭组团形式进行乡村休闲游。
其中， 吉首市、 凤凰县乡村游景
点周边的家庭客栈、 农家乐的入
住率和消费率较去年同期增长
50%以上。 常德市乡村游共计接
待游客约6.6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
增长16.8%。 湘阴鹤龙湖的大闸
蟹吸引了大批长沙游客， 门店日
均售出的大闸蟹都在千只以上，
今天接待游客超过6.3万人次， 收
入超过500万元。

各景区周密组织、 加强管理，
避免了“扎堆” 游览现象发生。
南岳各景区采取扩容措施、 实时
监控、 智能导览等手段， 景区游
览秩序良好。 武陵源核心景区内，
假日旅游服务志愿者们在各服务
站点， 坚持到最后一位游客下山。
在崀山景区， 新宁县主要领导带
头值班， 亲临一线， 为游客排忧
解难。 韶山景区严查喊客拉客、
流动叫卖等行为， 有效保障了旅
游秩序。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梁军）尝野生鱼，摘蔓
荆子，骑自行车，在银沙滩上打滚
儿。今天，长沙游客李亮带着家人
在湘阴县青山岛上玩得好惬意。青
山岛，这个洞庭湖唯一的完全小岛
在国庆黄金周掀开了自己神秘的
盖头。青潭乡党委书记刘界雄告诉
记者，国庆长假5天来，青山岛已接
待省内游客近5000人次， 其中户
外运动爱好者占6成以上。

青山岛是南洞庭湖中的一处
自然孤岛， 是湘阴重要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距湘阴县城北20公

里。 全岛陆地面积11.2平方公里，
内湖6000亩， 岛上常住人口1600
余人。 相传南宋杨幺起义的水师
曾驻扎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 日
寇曾3次入侵青山， 制造了“青山
惨案”。 由于地处洞庭湖心， 交通
不便而养在深闺。 但正因为诸多
神秘， 引来不少户外运动爱好者
到此寻找野趣。

为应对国庆黄金周， 该乡改
造维修3艘直达游船， 疏浚进岛河
道， 制作景点指示牌， 由乡干部
组成旅游接待小组； 岛内发展农
家乐40多家。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李国
斌）今天上午的长沙市博物馆，用摩
肩接踵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正在展
出的“走向现代———英国美术300
年”，国庆假期迎来客流高峰，10月
1日至4日，共接待观众1.5万人次。

展出的80件画作， 多为英国
艺术史上的名家之作， 囊括了威
廉·荷加斯、 约翰·康斯特布尔、威
廉·特纳、亨利·摩尔等多位英国名
家的经典作品，涉及油画、素描、水
彩和雕塑等视觉艺术形式，是英国
文化艺术发展史上重要的见证物。

上午10时，一幅名为《黄色背
景的女人头像》前人头攒动。这是同
代英国人中最著名的具象画家卢

西安·弗洛伊德所作。“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约了6年，他才答应为女王作
肖像画。”讲解员的介绍，让观众对
画家倔强的性格有了更多了解。

另一幅《春天的早晨：哈弗斯
托克山》，被认为是乔治·克劳森的
早期杰作之一。画中，贵族女人面
带忧伤， 坐在后面的妇女若有所
思， 不远处另一位妇女在卖花，右
侧则是一群劳工正在整修路面。作
品虚实结合， 如一幅社会实录画，
展现出英国不同阶层的生活。“就
像用相机在街头的抓拍。” 来自株
洲的王静女士赞叹。

据悉， 展览免费向市民开放，
时间至10月7日。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杨柳
青）10月1日至4日，长沙周边休闲
游持续火爆，游客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超过50%。

记者从长沙市旅游局了解到，
灰汤温泉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4.5
万人次，实现收入210万元，灰汤
各温泉酒店入住率持续保持高位
状态， 湖南省植物园接待游客近3
万人次，实现收入60万元。去长沙
县金井镇休闲度假、 生态旅游、吸
氧骑行的游客每天过万人。靖港古
镇推出湘军巡街、 曾国藩水战预
演、 民俗风情表演等众多节日活
动，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

市民们纷纷带着孩子到城郊，
摘菜、赏花、捉鱼，体验乡村生活，
寓教于乐，感受劳作的辛苦。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开福区捞
刀河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遇见带着
儿子去田里摘菜的市民张慧敏。她
告诉记者， 儿子轩轩刚满三岁，是
家里的“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很是娇气。所以家里人决定
好好利用这个假期，带儿子到郊外
亲近大自然，体验田园生活。

轩轩是第一次来菜地，看到菜
园绿油油一片，长满了豆角、辣椒、
黄瓜等蔬菜， 兴奋地跑来跑去。站

在丝瓜藤下，他扯着妈妈的裤子央
求把他抱起来摘丝瓜。看见妈妈在
摘豆角， 轩轩连忙跑过去“搭把
手”。他有样学样，跟着妈妈一根根
摘下豆角， 再将长豆角扭起来，放
进塑料袋里。“这是豆角，豆角好好
吃。” 每采摘一种蔬菜， 张慧敏就
教儿子如何识别。

“以前在儿子看来，所有的蔬
菜都叫白菜， 但今天通过劳作，他
认识了更多的绿色植物和蔬菜，增
长了知识，这个‘十一’对他来说很
有意义。”

“我等下还要去种菜、捉鱼。”轩
轩抱着一大把豆角开心地说。 尽管
小脑袋上渗出了汗， 但他没停下手
中的活。“农民伯伯每天都要下地干
活，很辛苦，我以后一定不浪费粮食
蔬菜。”说完，他又朝菜地里跑去。

记者还了解到， 长沙近郊的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黑麋峰国
家森林公园、 铜官窑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 靖港古镇等景区游人如
织、 人头攒动。 因交通条件改善，
大围山桂花飘香， 吸引了大量自
驾车前往， 景区停车场爆满， 周
边酒店和公路应急车道都成了临
时停车场。

本报记者 孙振华

“菊留秋色蟹螯肥”， 国庆长假
去湘阴鹤龙湖吃蟹的食客肯定不少。
进鹤龙湖之前尽管记者对此早有思想
准备， 但10月5日中午驾车跨过湘阴
大桥进入县城西， 食蟹的热闹场面大
大出乎意料。

沿308国道自桥头向西行3公里
许， 沿途大大小小吃蟹的餐馆鳞次栉
比：“鹤龙蟹城”、“左记蟹城”、“荷风蟹
城”、“金湖大酒店”、“湖鲜酒舫”……
公路两旁食客停放的小汽车一眼望不
到头。 记者留意了一下， 这些小汽车
主要是湘A车牌的长沙车， 其次是湘
F车牌的岳阳车， 也有部分湘H车牌
的益阳车、 湘E车牌的邵阳车， 其间
还能见到广东车牌的车。

“吃蟹的地方还不止马路旁， 从
公路两边向南北延伸， 到处是餐馆。”
湘阴县摄影家协会主席汪鹏提醒记
者。 顺着老汪手指的方向朝两边张
望， 到处停满了汽车。

“从11时开始， 车辆就络绎不绝
进入鹤龙湖， 到下午二三点才缓解一
点； 5点多后又是一波高峰。” 一脸是

汗的值勤交警忙里偷闲跟记者聊上几
句。 据介绍， 吃蟹的这3个月的周末，
湘阴县交警都不得不出动两个中队维
持交通秩序。

接连找了好几家餐馆都是客满，
连餐馆外面都摆满了餐桌。 好不容易
在“洞庭渔歌” 等到了一个包厢。 趁
大快朵颐前， 记者抓住餐馆的经理周
建良攀谈开了：

“国庆长假应该是食客最多的时
候吧？” “周末来吃蟹的客人更多，
估计现在一些食客外出旅游去了。”

“鹤龙湖大概每天有多少客人？”
“这真不好说， 没谁统计过。” 老周掰
着指头， 耐心地跟记者算了一笔账：
鹤龙湖以80个餐馆来算， 按中等规
模， 每家每天开20桌， 每桌10人， 就
是16000人。 大餐馆还不止这个数字，
每天至少2万食客。

“鹤龙湖每年吃蟹大概有多少收
入？” “一个餐馆一年收入大概是100

万到150万元， 整个鹤龙湖有个把亿
吧。” 老周笑眯眯地回答。

“周总太保守了， 应该不止这个
数。” 湘阴县政协副主席、 县文联主
席熊国庭打断周建良的话， “金湖大
酒店”、 “湖鲜酒舫” 这种大餐馆每
天哪里只20桌？ 估计吃蟹的几个月，
连吃带卖， 鹤龙湖的收入有二三个
亿。

“今年中央和省里狠刹奢靡之
风， 对生意有影响没有？” “影响不
大。” 老周介绍， 鹤龙湖不愁没有客
人， 来这里吃蟹的食客一年比一年
多， 今年公款吃蟹的明显少多了， 签
单的两成都不到， 去年占到一半。

“长沙到处都有蟹吃， 食客为何
愿意驾车几十公里来鹤龙湖吃蟹？”
“口味好！” 聊起这个话题， 老周兴头
更足： 一是湘阴地下水的水质好， 清
蒸的蟹好吃， 客人把蟹带回去用自来
水蒸， 硬是没这个味。 二是湘阴南湖

洲的辣椒好， 做出来的口味蟹味道独
特。 “当然厨师也很重要， 去年我们
餐馆基本没有回头客。 今年高薪请了
一个厨师， 厉害， 一闻就知道哪样作
料放少了， 今年回头客占了一半。”

“长沙食客愿意来湘阴吃蟹， 也
冲着价格实惠。” 老周的话的确不虚，
记者点了一份口味蟹、 一份清蒸蟹，
每份10个， 每个蟹3两以上， 共千元
不到。 记者购买了一份鲜蟹， 3两以
上共10个， 共380元。

邻桌的长沙食客与记者交谈， 其
实， 大伙愿意来鹤龙湖吃蟹还不仅仅
是为了省几个钱， 饱饱口福。 夕阳西
下， 漫步在荷叶田田的万亩鹤龙湖游
道， 那份惬意实在无法言表； 更何况
千年古县城湘阴还有康熙年间兴建的
保存完好的文庙值得拜谒， 长湘公路
沿途还可以顺道参观左宗棠隐居过的
柳庄、 唐代铜官窑、 中国著名书法家
欧阳询的故里。

慈利“绿色富翁”过百人

中方产业发展“绿”为先

游客量出榜前十名
韶山、刘少奇故居、南山等上榜

洞庭湖心唯一孤岛揭盖头

博物馆里摩肩接踵
4天1.5万人看英国美术展

“以前所有的蔬菜都叫白菜”

三岁孩儿下菜园

食客挤爆鹤龙湖

10月4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花江乡星庆村一场瑶族传统婚礼正在进行， 八位轿夫在礼仪先生的主持中起轿。 据悉， 该县自出台举行瑶族传统婚礼奖励
政策以来， 越来越多的瑶族青年选择瑶族传统婚礼， 倡导瑶文化， 传承瑶文化。 唐世日 梁义 摄影报道

坐八抬大轿给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