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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苍翠，梯田蜿蜒，青石板路平整洁净，木屋青瓦

古色古香。周末的十八洞村游人如织，新城西门村来的

“亲戚”们也举着手机到处拍照。

“太美了，比我们村里墙上画的还美。”新城西门村村

民买克力古丽·艾合买提赞叹不已。

大家带着葡萄、哈密瓜去看望被总书记称为“大姐”

的石拔三老人。

“总书记都跟你们说了些什么？”虽然汉语不甚流利，

“大姐”拉着买克力古丽·艾合买提热切地问长问短。7 月

14 日，总书记也曾与在新城西门村葡萄干加工企业上班

的买克力古丽·艾合买提亲切交谈。

“大姐”和买克力古丽说起各自见到总书记时的场景

和现在的生活，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絮叨良久。

在十八洞村村口的“新城西门村特产展销柜”，买克

力古丽·艾合买提还发现了自己厂里生产的葡萄干：“这

可能还是我加工的呢。”

在“幸福人家”农家乐杨东仕老人家，大家畅饮了猕

猴桃汁、猕猴桃酒。维吾尔族小伙吾斯曼·阿不力米提大

赞：“跟我们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好。”

吾斯曼·阿不力米提是新城西门村的青年致富带头

人。这次他专程向十八洞村返乡创业的苗族青年施康请

教电商创业经验，要给新城西门村的特产“带货”。

十八洞的密林峡谷中，流着清凉的山泉水。喝着十八

洞村瓶装山泉水，新城西门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

艾斯卡尔·买买提若有所思：“我们坎儿井的水是不是也

可以开发瓶装水？”

在十八洞村苗绣国家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参观时，新

城西门村妇联主席阿依努尔·帕塔尔送给大家带有手工

刺绣的维吾尔族小花帽。十八洞村苗绣合作社负责人石

顺莲送给远道而来的“亲戚”每人一个苗绣包包。

“苗绣包包很美，跟我们的维吾尔族小花帽也很般配

呢。”阿依努尔·帕塔尔特别爱这个包包，在接下来的几

天里都包不离身。她表示，回去后要组织村里的妇女做手

工刺绣，让更多妇女也能在家门口就业。

“苗绣包包很美，跟我们的维吾尔族小花帽也很般配”2.

湖南日报 8月 14日讯（全媒体记者 欧

阳倩 通讯员 何江）今天 7 时许，一架货机载

着溆浦县企业生产的篮球等体育用品，从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飞往尼日利亚。这是溆浦产

品依托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雨花区块，

首次采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打开非洲市场。

溆浦县是长沙市雨花区对口帮扶对象。今

年7月，溆浦县与自贸雨花区块签订合作协议，

溆浦县企业利用自贸试验区的平台优势、市场

采购贸易试点便利，扩大出口规模。相对于传统

的外贸业态，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具有增值税免

征不退、归类通关、贸易便利诸多政策红利，并

突破“谁出口、谁收汇”的限制，允许不具备进出

口经营权的个体工商户直接收汇。

此前，溆浦企业做外贸大多是依托外贸公

司，这对中小企业扩展外贸是笔不小的开支。依

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溆浦扩展了一个低

成本、高效率的出口通道，解决了中小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使用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难题。

去年以来，雨花区鼓励并协助辖区重点

外贸企业，在溆浦注册设立溆发进出口贸易

公司，助力溆浦产品出海。今年上半年，雨花

区帮助溆浦出口日用百货、电子产品等，共

实现外贸进出口额 1143 万美元。

溆浦篮球“飞”入非洲
开启贸易出口新模式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婷

“姐姐今天来风光带吗？我调试了新奶

茶，味道很好，请你过来尝尝！”8 月 13 日，记

者收到一条微信。

发微信的是湘潭 95 后聋哑青年黄禹尧。

7 月 30 日，湖南日报“在坚守中毅行”专栏和

新湖南客户端报道了他面对身体的残缺不

抱怨，面对疫情的冲击不气馁，抢抓夜经济

发展机遇，在湘潭市岳塘区沿江风光带摆摊

卖泰式奶茶的故事。

黄禹尧在微信里说，报道推出后，他的

摊点有了几个明显变化。带着好奇，记者前

往了解。

到了熟悉的“泰式奶茶”摊点，记者发现

了第一个变化，用于摆摊的电动三轮车上，

黄禹尧将报道打印出来，挂在车子的显眼位

置。“你们的报道发出来以后，他特别高兴，

第一时间跑到打印店放大打印。”黄禹尧的

母亲许秋连告诉记者。

“影响大着呢！你看，很多到这里买奶茶

的 顾 客 ，都 会 看 这 个 报 道 ，我 的 奶 茶 摊 火

了！”黄禹尧在写字板上“说”。记者发现，这

张特殊的“名片”，吸引了不少客人的目光。

市民刘芸英带着读高中的女儿在这里买奶

茶，久久没有离去，她一边读着报道，一边鼓

励女儿学习这种不放弃、不气馁的精神，以

饱满的状态迎接高考。

湖南日报和新湖南客户端率先推出黄

禹尧的报道后，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

广泛推送。今日头条、腾讯新闻、澎湃新闻、

“这里是湖南”官微、“青年湖南”官微、“湖南

残联”官微等纷纷转发，产生热烈反响。

“生意比以前更好了，以前最多的一天

卖了近 200 杯奶茶，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

黄禹尧告诉记者，他的父母晚上有时间就过

来帮忙，女朋友也经常从长沙过来搭把手，

小摊一天比一天热闹。

记者发现，黄禹尧旁边站着一个小男孩，协

助他点单、写单。“你是他弟弟吗？”记者问。

“我是他的‘粉丝’！”小男孩说。原来，这

个名叫王子溪的男孩，是岳塘区大桥学校的

学生，父母也在这里摆摊。在网上看到黄禹

尧的报道后，王子溪被他的精神打动，主动

到奶茶摊帮忙。他的举动，也得到了父母的

大力支持。“这个哥哥很善良，也很爱笑，我

很喜欢和他相处。”王子溪说。

还有一位来自广东中山的顾客，读了黄

禹尧的故事后，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

支持他的生意。

报道推出以来，这样温暖的故事，经常

在黄禹尧的摊点上演。

“奋斗着的你们，真棒”“身残志坚，令人敬

佩”“命运以痛吻你，你却报之以歌，为你点赞”

“无声胜有声，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

网上一条条暖心评论，让黄禹尧十分感动。他表

示，要带着这份动力，更加努力，永毅前行。

得知 8 月 15 日是湖南日报创刊和新湖

南客户端上线的纪念日，黄禹尧兴奋地录了

一条视频。他用手语表示：“我的故事被湖南

日报和新湖南客户端报道后，小摊生意越来

越好，我很开心，谢谢你们！祝湖南日报创刊

73 周 年 、新 湖 南 客 户 端 上 线 7 周 年 生 日 快

乐，越办越好！”

被本报“在坚守中毅行”专栏和新湖南客户端报道后，
95后聋哑青年黄禹尧告诉记者——

“我的奶茶摊火了”

据新华社西安 8月 14日电 第六届丝绸之路

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

会 14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 ，来自韩国、泰国、

新加坡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嘉宾和客商

以及国内 20 多个省份的客商将通过线上和线下

结合的方式参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国

际合作新机遇。

出席开幕式的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李

飞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 9 年来，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迈上新台阶，投资合作

取得新进展，多双边及区域合作实现新突破。2013

至 2021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近 11

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 2300 亿美元，承包工程完

成营业额近 7300 亿美元。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在

24 个沿线国家建设 79 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

资 43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 34.6 万个就业岗位。今

年 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

实施，辐射“一带一路”的自贸区网络加速构建。

本届丝博会创新设置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专题展区，并将举办 2022 中国（陕

西）——RCEP 区域经贸合作圆桌会，进一步拓宽

RCEP 各成员国间的合作空间。丝博会举行期间，

与会人士还将围绕智能制造、知识产权保护、商事

法律合作等多领域展开深入洽谈和交流。

第六届丝博会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商参会
2013至 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近 11万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 8月 14日电 7 月以来，南方大部

地区持续高温、降水偏少，未来两周南方高温天气

仍将持续。农业农村部紧急下发通知加强部署，同

时派出 25 个包省包片联系工作组和 12 个科技小

分队赴秋粮重点省份和受高温干旱影响重点地

区，指导关键措施落实。

这是记者 14 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要把防范高温干旱保秋粮

丰收作为当前“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组织领

导，把责任落实到市县乡、落实到人，把救灾物资和技

术措施落实到户到田，积极储备抗旱水源。同时，加强

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密切关注作物

生长发育进程和高温天气变化，联合发布预警信息。

农业农村部强调，推进科学防灾。当前南方中

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夏玉米进入抽雄吐丝期，

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要组织专家制定完善分

区域、分作物技术指导意见。水稻重点落实以水调

温降低穗层温度、喷施叶面肥增强植株抗高温能

力等措施。玉米重点落实灌溉补墒、叶面喷水喷肥

和辅助授粉等措施。加强病虫监测防控。同时，继

续组织专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苗情，查

墒情，动员旱区群众广辟水源，开展抗旱浇灌，做

到能浇尽浇。

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

指导防范高温干旱 保秋粮丰收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月桂

“我们去湖南走亲戚了！”

摘下地里的葡萄、哈密瓜，带上自家烤的馕，8 月 7 日至 10

日，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的村民们，从天山脚下来

到了武陵山腹地，到湖南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串门来了。

2020 年 9 月，深山苗寨十八洞村与维吾尔族村落新城西门

村结成了“姐妹村”，共建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示范村。相隔

4000 多公里，两个村常来常往，互帮互助。心，越走越近；日子，

越过越好。

悠扬的苗歌与欢快的维吾尔乐曲，在十八洞村村口交替

响起。

喝拦门酒、对歌、斗舞……十八洞村能歌的苗家阿妹，新

城西门村善舞的维吾尔族小伙，碰上就是一台好戏。

“门洞商店生意好吗？”一见面，花垣县双龙镇人大主席龙

振章关切询问。去年 7 月，龙振章作为十八洞村乡村振兴驻村

工作队副队长，曾到新城西门村交流乡村振兴工作经验。

“门洞商店”位于新城西门村村口，“门”字取自新城西门

村的“门”，“洞”字取自十八洞村的“洞”，是湖南省援疆工作队

帮助村民吾买尔·买买提一家开设的。

“商店生意特别好，今年还在城区开了分店。”新城西门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茹苏力·买买提说。

大家愉快地叙说十八洞村与新城西门村的缘分。

新城西门村是湖南省援疆工作队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

村。2020年 9月，在工作队的牵线下，十八洞村与新城西门村签订

友好协议，结成“姐妹村”，共同促进民族团结，推动乡村振兴。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十八洞村自

然成了“姐姐”，引导两村交流互动。

2021 年 5 月，新城西门村的十几名致富带头人、村干部到

了十八洞村考察交流。

随后，十八洞村的两名村干部又在新城西门村驻村两个

月，帮助新城西门村组建养鸽农民合作社、鸽子孵化基地、电

商直播基地等。

“十八洞村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十八洞村的精神更是

激励了我们。”茹苏力·买买提说。

在新城西门村，有一条湖南援建的路叫十八洞路。村里的

壁画上，画有十八洞村的形象。在湖南援建的红石榴文化广场

上，还立着和十八洞村一样的标语：“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两个村齐头并进。2021 年，十八洞村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

元，新城西门村的人均年收入也接近两万元。

今年 7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新城西门村。两个村

都很激动。新城西门村的人迫不及待想跟“亲戚”分享心情，于

是就有了这次“走亲”。

沿着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 3 日在十八洞村考察的路线，大

家来到精准坪广场，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出“精准扶

贫”的场景。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村子，总书记心系少数民族群

众，不顾山高路远，来到深山和大漠，来到了我们两个村。”茹

苏力·买买提感慨道。

“总书记心系少数民族群众，来到深山和
大漠，来到了我们两个村”
1.

“天山来客”走亲戚
——湘西十八洞村与“姐妹村”吐鲁番新城西门村的故事

一行人入住十八洞地球仓民宿。民宿内配置有智能门

锁、升降客床、污水处理等设施，还有一面大落地玻璃，整面

悬崖风光尽收眼底。

“如果能有一批像十八洞这样的高品质民宿农家乐，就

可以更好地留住游客了。”茹苏力·买买提这次带队“走亲

戚”，既是联系感情，也是来问计的。

新城西门村有一个 4A 级景区——坎儿井民俗园，常年

有大量游客，但大多只在这里短暂观光停留。

怎样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富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他

想听听“亲戚”们的意见。

“要讲好新城西门村故事，打好新城西门村品牌。”花垣

县驻十八洞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田晓建议，梳理和发掘

好新城西门村的故事，培养村民讲解员，传播弘扬红色文

化；抓紧当下时机，注册“新城西门村”相关商标，用品牌效

应做大产业。

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着搭建一个特色产品展销平台，建

立旅游互通机制，信息共享、客源互通、品牌互助……

“我们两个村要携手共进，一起走在乡村振兴前列。”田

晓说。

“这是湖南援疆‘村村结对’项目结出的一枚饱满的果

实。”8 月 10 日，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吐鲁番市委

副书记刘中杰在接受采访时说，村与村的牵手，让援疆工作

深入基层末梢“毛细血管”，助推乡村振兴。

相聚总是太匆匆，大家约定好要定期交流互访。

“吐鲁番葡萄节马上要举行了，邀请你们再来村里实地

考察，给我们一些意见。”茹苏力·买买提真诚邀约。

“好，一定去。”十八洞村积极回应。

“我们两个村要携手共进，一起走在乡村
振兴前列”

3.

8月 8日，花垣县十八洞村，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的村民们在参观考察。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8月 8日，花垣县十八洞村，吐鲁番新城西门村的村民畅

饮猕猴桃汁。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4日电 记者 14 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针对局地强降雨成灾快、危害大，国

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采取坚决措施防

止人员伤亡。

据介绍，近期，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成灾快、危害

大，四川、甘肃等地出现严重山洪造成人员伤亡事件；

辽河支流绕阳河下游持续超警，新疆塔里木河受高温

融雪影响出现超保洪水和超历史洪水，长江流域高温

干旱仍在发展，全国防汛抗旱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突出抓好人

员转移避险，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要着重抓好

监测预报预警工作。特别针对山丘区施工人员、旅游

人员，督促有关部门切实落实安全责任，该关停的坚

决关停，该撤离的坚决撤离，坚决避免山洪灾害、中小

河流洪水导致的群死群伤。同时，要密切监视山洪、泥

石流等灾害风险，落实好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督促

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组织群众转移避险，采取力量

预置、景区关闭、交通管控等坚决果断措施，确保群众

生命安全。继续做好西北融雪洪水应对，针对新疆、青

海等地融雪洪水暴涨暴落的特点，提醒当地群众、外

来旅游人员、工程施工人员及时避险。

针对局地强降雨，两部门要求

采取坚决措施
防止人员伤亡

8月 14日，在泰国佛统举行的2022年男排亚洲杯决赛中，中国男排以3比 0击败日本队，时隔十年

再度夺得亚洲杯冠军。图为当日，中国队在比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 发

中国男排时隔十年再夺亚洲杯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