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炉洲大桥进入上部构造施工
8月 9日上午，湖南路桥建设集团长沙香炉洲大桥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在绑扎主墩钢筋。从本月初开始，该项目全面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面对高温天气，项目

部采取了防暑降温措施，设置了3个工人驿站，配备了凉茶和防暑降温药品，同时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施工建设。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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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行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凤凰县的街巷，到处是摩肩接踵

的游人和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凤凰古

城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面进

入“临考”状态，各项提质升级项目全面

完成。

湘黔边小镇成长为湖南
旅游的重要窗口

8 月 8 日上午 10 时，搭乘高铁从郴

州市来凤凰县旅游的欧胜华及其家人，

刚从张吉怀高铁凤凰古城站下车，就

“无缝换乘”磁浮观光快线，一路观景到

古城。

暑假以来，高铁凤凰古城站每天

迎来“万人大潮”，而 7 月 30 日开业的

磁浮观光快线，更为凤凰文旅注入强

劲动能。游客坐上磁浮快线，欣赏游走

的风景，尽情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

力和民族风情。

凤凰县以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

带动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

城镇化发展，走上“一业带三化”县域

特色经济发展道路。多年来，在财力薄

弱的情况下，凤凰不断推进文旅重点

项目建设、景区景点提质、综合配套完

善、精品线路优化，狠抓文化旅游服务

管理提升，为凤凰发展全域旅游打下

坚实基础。

统计显示，凤凰县旅游经济收入

连续 18 年保持增长，2019 年旅游接待

突 破 2000 万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突 破 200

亿 元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对 GDP、就 业 人

数、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均达 70%以上。

全县 GDP 从 2002 年的 8.6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 的 95.9 亿 元 ，财 政 总 收 入 从

2002 年 的 0.38 亿 元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20.63 亿元。

昔日的湘黔边小镇凤凰，如今已成

长为湘西旅游龙头、湖南旅游重要窗

口、中国旅游名片、中国旅游百强县，先

后被评为中国旅游“十大最好去处”“五

十个必去景点”，跃居“九个最值得去的

中国古镇”榜首。

在文化旅游产业的带动下，多个战

略合作伙伴落户凤凰，全县电子产品、

旅游商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新能源

与新材料等产业链不断完善，新型工业

发展壮大，6 个“10 万亩”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新型城镇化体系正

加快构建。

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5 年 3 月 30 日，凤凰县委、县政

府旗帜鲜明地提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推进凤凰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和

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凤凰古城旅游区集山、水、城、人、

文于一体，北起民俗园八角楼牌坊，南

至门槛岩，东到云桥，西抵南华桥，总面

积约 4.39 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凤凰古城

景区与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境内人

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极为丰富。

今年以来，湘西州委、州政府高位

推动凤凰古城旅游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创建工作；凤凰对标对表国家创建标

准，加快创建步伐，全县 42 个职能部门

和景区企业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服务提质、旅游环境整治、资源和

环境保护”。

凤凰县文旅局负责人介绍，围绕提

升凤凰古城核心品牌，凤凰全面推进城

市棚户区改造，完成管线入地、夜景亮

化、沱江河整治、城隍庙等古城景区系

列提质项目；围绕人文凤凰主题，实施

道台衙门、中国文庙文化博物馆、沈从

文文学馆等文化展示展演项目建设。

铜仁·凤凰机场航班通达 23 个大

中型城市，张吉怀高铁建成通车极大提

高旅游区可进入性，磁浮快线无缝衔接

高铁站和旅游区极大方便游客，南长城

互通下线、G352 等城区旅游交通组织

路网建设加快推进，凤凰古城和乡村游

景区线路日益成熟。

凤凰县全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

设，新建城北旅游集散中心和南华里、

奇峰广场、南华山游客中心，建设自配

停车场 3 个和备用停车场 6 个，旅游区

停车位增加至 5600 多个，旅游区免费

开放的 A 级旅游厕所达 13 个，安装导

游全景图、导览图等标识标牌 1142 块。

凤凰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涉旅

行业、商家，树立“游客就是上帝、游客

就是亲人”的服务意识，像呵护自己的

眼睛一样呵护文旅产业。随着景区景点

品质显著提升，接待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天下凤凰”文旅品牌越擦越亮，凤

凰古城旅游区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工

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于细微之处彰显有“里”
有“面”的文明力量

8 月 4 日清晨，凤凰县南华山上薄

雾笼罩，茂密的森林和古城在晨雾中若

隐若现，一派“青山抱古城”的独有风

景。山顶的神凤台广场，十多名太极拳

爱好者吐纳呼吸、施展拳脚。早起的游

客，来到这里俯瞰凤凰古城，感受不一

样的古城魅力。

随着旅游旺季的来临，平均每天进

出凤凰的游客多达 4 万余人次，且自驾

游增加，导致交通管控压力加大。为此，

凤凰县城每天都有几百名身着红马甲

的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走上街头，

在烈日下、路灯下协助疏导交通，开展

旅游引导、咨询服务，持续擦亮文明创

建志愿服务品牌。凤凰县还开展以酒吧

营业、古城摄影、店外经营摊点等为主

要内容的综合整治，于细微之处彰显有

“里”有“面”的文明力量。

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受益

者。对照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有项

目、有机制的“五有”标准，凤凰县对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7 个乡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282 个实践站进行全面

查漏补缺，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等主题，扎实开

展群众性文体活动，提升城乡文明水

平，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置身湘西州文旅发展全局中谋划，在

文明创建全覆盖中顺应城市发展趋势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凤凰进入了全面

求强、大踏步向现代化迈进的新阶段。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段志富 毛肖燕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非常感谢

巡察组。”日前，冷水江市桃园小区 23 个

门面被擅自破坏墙体、增开门洞的问题

全部整改到位后，业主老康终于放下了

心中的石头。

之前，小区业主多次向有关职能部

门反映，但因历史遗留问题太多，一直未

能有效解决。冷水江市委“穿透式”巡察

组从住建部门落实执法体制改革要求的

源头巡起，找出问题症结，督促落实整

改，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穿透式”巡察是娄底市委围绕公共

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人员

利益固化等问题，创新开展的重点领域

专题巡察，以溯源追踪、直达症结、严查

严办的方式，将巡察工作贯穿始终，通过

阳光通透的巡察，从个案问题解剖麻雀，

促进类案问题逐步化解。

“针对党风廉政建设有短板、群众反

映强烈的重点行业系统开展‘穿透式’巡

察，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推动整改一批问

题、理顺一批体制机制、健全完善一批制

度，促进系统治理，为娄底高质量发展提

供政治保障。”娄底市委书记邹文辉在听

取六届市委第一轮巡察汇报书记专题会

上，对开展“穿透式”巡察提出明确要求。

2019年执法体制改革以来，娄底市县

两级住建、城管部门因执法边界不清，导致

群众反映的因装修不规范造成房屋安全隐

患问题难以及时解决。六届娄底市委先后

对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住建（人防）

系统开展“穿透式”巡察，在理清执法边界、

理顺执法体制机制上迈出关键一步。

今年 4 月，娄底市委决定对住建（人

防）系统开展“穿透式”巡察，市县两级同

时派出巡察组，通过上下联动、左右贯

通，对全市住建（人防）系统进行全覆盖

政治体检、全链条系统分析、全方位追根

溯源，着力打通痛点难点堵点，推动解决

顽瘴痼疾。

娄底市委巡察机构制定“透过业务

看政治”“透过服务看作风”“透过职责看

绩效”“透过基层看机关”“透过问题看根

源”整体思路，按照“常规+专项”模式，

对住建（人防）系统行政审批、住房保障、

执法监督、物业管理、质量安全监督等

12 个 方 面 的 重 要 职 能 实 行“ 一 竿 子 到

底”式巡察监督，着力查找其在党的建

设、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的问题短板，共发现问题 275 个，交办立

行立改问题 45 个，推动解决一批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每次回家都提心吊胆。”家住娄底

市原农机局家属院六号栋的李女士反

映，靠近六号栋的废弃车间由于年代久

远，墙体多处严重开裂，屋顶瓦片不时掉

落。娄底市委巡察组与娄星区委巡察组

上下联动，合力推动主管单位回应群众

关切，目前已完成危房等级鉴定工作，不

日即可拆除，将彻底排除安全隐患。

此次巡察中，娄底把居民住房安全监

管作为巡察重点，推动住建部门切实履行

自建房专项整治牵头责任，组织 150余名

干部职工分赴各县市区开展排查，对收到

的 18个信访件逐一跟踪办理。同时，对相

关审批流程从申请到发证进行全流程梳

理复盘，通过与企业经营者座谈、深入项

目工地走访等方式，了解住建部门在优化

营商环境、依法行政、行风建设等方面的

情况，督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针对住建系统职能强、人员多、下级

单位多的情况，巡察组协调市住建局党

组配合，统一对市住建局（人防办）及所

属 18 家局属单位开展全覆盖巡察，确保

不留盲区、不留死角。通过上下联动，同

向发力，制定 22 项监督重点、214 项政策

清单，梳理分析共性问题 45 个，下发工

作提示 6 份，解答业务问题 38 个，进一步

提升巡察质效。

看发展
走进县城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一竿子到底”直击症结
——娄底创新开展重点领域“穿透式”巡察

“天下凤凰”灼灼其华
——看凤凰县如何擦亮文旅名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红孩儿，笑哈哈，来读书，来革命，

努力读书！努力革命！”7月 14日，记者在

平江县城一幢居民房内见到百岁老兵凌

南清，期颐之年的他唱起童年时学的革

命歌谣，颤抖的声音中仍透着一股豪气。

1922 年 10 月，凌南清出生在平江

县恩溪乡（今童市镇）白花村一个革命

家庭，父亲凌云汉、姑妈凌迪然等长辈

都参加了革命。在革命家庭的熏陶下，

凌南清 7 岁就参加了平江北十三区第

三乡苏维埃儿童团。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喊口号、贴标

语，搞宣传。”说着，凌南清便唱了起来，

这才有了开头那段。

1935 年初，凌南清的父亲凌云汉

调任中共咏生县委组织部长，参与领导

全县游击斗争。彼时，湘鄂赣苏区和红

16 师的领导经常到凌南清家中开会，

商讨斗争策略。大家都很喜爱聪明伶俐

的凌南清，经常将他抱到马背上玩，红

16 师 48 团团长魏平还让凌南清担任自

己的警卫员。

1935 年 6 月，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共

湘鄂赣省委驻地“进剿”，企图剿灭红

16 师和中共湘鄂赣省委机关。7 月 16 日

晚，红 16 师决定兵分 3 路向湖北省通城

县麦市镇突围。

然而，在突围过程中，凌南清因年

纪尚小、体力不支，与队伍走散。

失散后，凌南清回到恩溪家中，却

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不幸被捕的消息。

凌南清告诉记者，父亲牺牲时，他

和母亲就躲在附近的山上，他亲眼目睹

了父亲牺牲的经过。“子弹从他的脖子

后面射入，从头部穿出。”

父亲的牺牲不仅没有让凌南清害

怕退缩，反而愈加坚定了他参加革命的

决心。恰好此时，魏平率 48 团一路转战

回到了平江黄金洞。魏平得知凌南清已

经回到恩溪，便派人将他接到黄金洞。

1936 年底，凌南清跟着已升任红 16 师

副师长的魏平，在江西修水、武宁、铜鼓

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战斗中，部

队被打散，凌南清再次走散，返回平江。

回到平江后，母亲因躲避国民党抓

捕不知去向。凌南清与姑妈凌迪然取得

了联系，跟着姑妈在平江东坑乡一带为

党做联络工作。

1939 年 6 月，平江惨案发生后，革

命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共产党员不断

遭到捕杀。10 月的一天，国民党反动派

包围了东坑。凌南清在姑妈的带领下向

山中撤退，眼看敌人追上来，姑妈为了

掩护凌南清，将敌人引向自己，最终壮

烈牺牲。这是凌南清第二次目睹亲人被

杀害。

“姑妈牺牲时还怀有身孕。”说到这

里，老人情绪激动起来，久久难以平复。

姑妈牺牲后不久，共产党员黄丹桂

遭敌人追捕逃到东坑。凌南清冒着生命

危险，带着黄丹桂一路躲避敌人追捕。

“黄丹桂离开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他

的音信，估计后来他也为革命献出了生

命。”老人喃喃道。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0 年 6 月，

湘鄂赣特委接到上级命令转移。特委书

记骆奇勋离开平江前找到凌南清，委托

他帮忙把手枪藏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凌

南清将骆奇勋带到恩溪乡水碓洞大湾

里严确清家中，三人将枪埋在严确清家

的牛栏里。

骆奇勋离开平江不久后，平江各级

党的组织完全停顿。凌南清失去了最后

一个“家”，从此，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

的孤儿。

1941 年 6 月，被国民党抓壮丁的凌

南清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 27 集团军第

4 军，走上抗日战场，并先后参加了第

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负责

接送、分配新兵等工作。

解放后，凌南清回到家乡务农，从

未对人提起过参加红军的经历。直到

1984 年骆奇勋来到平江，两位阔别 40

多年的老战友重逢，凌南清失散老红军

的身份才得以确认，他红军时期的传奇

革命经历才为世人所知。

采访临近尾声，记者搀扶凌南清回

卧室休息。墙上一幅毛笔字吸引了记

者，只见六个斗大的字遒劲有力——争

取更大荣光。这既是凌南清的自勉，也

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00岁老兵凌南清：

失散红军的传奇人生百岁老兵留光影

7月14日，凌南清在讲述自己的革命

经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摄

更甜的炎陵黄桃来了
高海拔区域黄桃陆续开园上市

湖南日报 8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张和生）“我们家的黄桃种

植在海拔 1000 米以上，今天刚刚开园。”

8 月 9 日，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村民

唐荣礼说，今年因天气原因，炎陵黄桃成

熟较晚，高海拔区域的黄桃果园近日陆

续开园。

炎陵拥有湖南最高峰——酃峰，海

拔 2115.2 米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3.55%，环

境质量综合指数位居全省前列，为黄桃

生长提供了优良的自然环境。黄桃一般

种植在海拔 300 至 1200 米的山地区域。

生 长 在 1000 米 高 山 的 炎 陵 黄 桃 ，山 上

昼夜温差更大，更有利于黄桃内糖分的

积累。

炎陵县黄桃协会秘书长谭忠诚介

绍，高海拔地区年平均气温比山下低，黄

桃的生长期相对较长，黄桃叶片中的光

合作用将合成更多的碳水化合物贮存在

果肉细胞中，黄桃根系吸收的矿物养分

也可以更多地送达枝头。

中村瑶族乡鑫山村果农陈新荣种植

的黄桃在海拔 1200 米区域，共 300 多株

黄桃树，年产 2.5 万公斤黄桃。陈新荣说，

因海拔较高，开园时间稍晚一些，将于 8

月 12 日开始大量采摘。

下村乡小横溪村寇玉燕家的黄桃刚

刚进入采摘期，她介绍，下村乡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属于炎陵黄桃开园最晚的

区域，预计采摘期将持续至 8 月中下旬。

湖南日报 8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王金辉）岳阳市华洪运

河补水工程通过提水泵站，正将长江水

源源不断引入洞庭湖区。持续高温导致

洞庭湖区干旱露头，居民饮水、农田灌溉

面临考验。今年来，已累计补水 1.8 亿立

方米，受益耕地 104 万亩、受益人口达 84

万人。

7 月下旬以来，湖南持续出现晴热

高温天气，洞庭湖河湖水位偏低，城陵矶

(七里山)站水位跌破 25 米，藕池河西支

自 7 月 10 日以来一直处于断流状态，目

前已断流 30 天。

省水利厅周密部署，充分发挥洞庭

湖北部地区分片补水一期工程作用，科

学调水、补水，引来“活水”。岳阳市华洪

运河补水工程、安乡县东部补水工程、益

阳市五七运河补水工程等工程相继启用

调水，将长江、松滋河、草尾河的水通过

提水泵站源源不断地引入堤垸，通过垸

内渠道输水、调水，补给内湖哑河，灌溉

农田，改善当地生产生活生态用水条件。

据了解，洞庭湖北部地区分片补水

工程一期 8 个项目已建成并发挥作用，

二期 6 个项目计划 2023 年建成，将扩大

补水受益范围。

引长江水济洞庭湖区

今年已累计补水1.8亿立方米

湖南日报 8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治 通讯员 汪逗逗）今天，浏阳市永安

镇丰裕村党支部书记、田长邵国胜，看着

从 20公里外的黄花国际机场工地上运来

的一车车肥沃的耕作土，满脸笑容。截至

今天，已运来 28 万立方米优质耕作层土

壤，平均每天运送600车次、1.2万立方米。

丰裕村部分耕地受重金属污染，集中

连片耕地面积约1700亩，属严格管控类耕

地。黄花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中，占用了

一部分永久基本农田。而这一部分永久基

本农田有很好的耕作层，耕地质量等级

高，可以异地利用。为了再利用这些优质

耕作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通过寻访比

选，最终选择丰裕村。丰裕村也成为我省

最大的“耕作层剥离再利用”试点村。

黄花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用地红线

范围有优质耕地 2280 亩，总计剥离耕作

层土壤约 40 万立方米，运输至丰裕村严

格管控类耕地上进行回覆利用，直接覆

土 35 厘米以上，解决耕地受污染影响而

无法种植粮食作物的问题。计划覆土再

利用约 1690 亩。年底前，黄花机场耕作

层土壤可全部移位落户到丰裕村新家。

完成整个“良土搬家”过程，包含土

壤剥离、运输、再利用 3 个阶段。其中，长

沙县负责剥离、运输，浏阳市负责再利

用。肥土运来后，先放暂存区。目前，永安

镇已平整出一块约 400 亩的耕地，经过

翻耕、撒石灰、压实，最后再覆盖优质土

壤层，明年可正常耕种。

1690 亩耕地改造耕种后，预计每年

可为村民增收 170 万公斤粮食，增收超

过 400 万元。

我省试点“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可恢复1690亩
高标准农田

黄花机场工地优质耕地
“飞”到浏阳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