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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见习记者 孙娜
小镇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看似

一幅画， 听像一首歌， 红色文化意绵
长。 若是你到小镇来， 国庆收获特别
多。 9 月 24 日至 26 日,由湖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 湖南日报文旅集团承
办的 2021 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召开， 湖南特色文旅小镇成为博览会
中向市民推介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开慧镇：
走进开慧故里， 邂逅大爱小镇

来到开慧镇， 眼前缓缓浮现伊人
青丝秀挽， 巾帼奋勇向前的身影， 趁
阳光正好， 走进杨开慧纪念馆， 追忆
红色往事。

在杨开慧纪念馆、 缪伯英故居、
杨柳坡党支部， 学习红色文化、 感受
家国情怀， 这里是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的初心体验地。

在开慧国际露营基地， 听鸟语虫
鸣， 闻邈邈花香， 赏落霞孤鹜， 与大
地同眠。 垂钓、 烧烤、 帐篷露营、 薰
衣草庄园 、 漫山茶园 、 露天 KTV，
这些都可以在开慧国际露营基地完美
实现。 在开慧镇开启花香悦果之旅，
徜徉在这个“小水果之乡”， 游客在畅享
美味的同时， 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

田汉艺术小镇：
丰富研学旅行的文化内涵

田汉艺术小镇位于长沙县果园镇，
是著名戏剧家， 《国歌》 词作者田汉先
生的故乡， 先后被评为湖南十大特色
文旅小镇，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小
镇因田汉而兴， 因戏剧而名， 因亲子
近郊游玩成为 “网红”。 田汉文化园、
亲子文化园、 戏剧文化园、 农耕文化
园， 四大园区景致优美， 古楼戏台古香
古色， 田园风光宜人， 满足了踏春、 避
暑、 赏秋、 乐冬四季主题游玩大境。

田汉艺术小镇拥有各具特色的民
宿。 科技时尚的地球仓、 抬头可见星
空的星空木屋酒店、 以田汉文化为主
题的田汉艺术客栈、 特色亲子游主题

的浔龙河家悦酒店……让游客在小镇
度过美妙夜晚。 花果虾、 新明有机大
米、 原生态蜂蜜、 金江火焙鱼、 手工
蛋卷……在田汉艺术小镇， 可以足不
出街， 买遍整个长沙县各乡镇特产，
让游客将美味带回家。

文家市镇：
红色地标变身创意文创小镇

红色文家市， 一个在中国历史上
书写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小镇。

走上这片红土地， 感受毛泽东和
参加秋收起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果敢坚定的智
慧， 感悟胡耀邦同志勇于开拓的探索
精神和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和字传家” 的蔺氏家训传承千
年 ， 新时代续写着和谐向善的新故
事； “世界烟花看浏阳， 浏阳烟花看
文市” 的烟花文创首屈一指； 极具盛
名的 “牛马会”， 经历数百年发展形
成湘赣边独特的圩场文化； 还有花炮
传统制作工艺和油饼制作工艺， 都被
列入国家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红色+” 成为文家市打造红色文旅
小镇的 “创新密码”。

鹿原镇：
神农福地， 宜居宜游

鹿原镇是一个古镇。 炎帝神农氏
的陵寝坐落在鹿原镇境内的鹿原陂，
被誉为 “神州第一陵” “中华民族的
人文圣地”， 是株洲市唯一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 2020 年 ， 鹿原镇成功
入选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

鹿原镇天星村、 霞塘村区域沿线
4 公里范围现有香樟树 300 棵， 有天
然的温泉资源。 天星寨香樟温泉酒店
（规划中） 整合区域内资源， 是集温
泉度假、 休闲康养、 文化体验等于一
体的生态旅游度假体验综合基地。

除此之外 ， 杨钱洲炎帝文化展
演、 南冲云海极限乐园、 神农盛世服
饰产业园、 神农上古部落文化体验园
也将给游客带来独特的文旅体验。

国庆去哪儿？特色小镇亮眼湖南文旅产业博览会

小镇故事多，红色文化意绵长

芙蓉区湘湖街道跃进湖社区

“智慧大脑”， 探索基层“智治之道”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任琼瑨
见习记者 李祯媛 梁原 李重谦

社区门禁采用人脸识别， 业主刷
脸就能无感畅行； 运用电子门磁助力
疫情防控； 手机实时收到异常报告，
社区管理人员及时处理……智能生
活的场景不再只出现于科幻电影中，
而是长沙市芙蓉区湘湖街道跃进湖
社区的工作日常。

“嘀嘀！” 跃进湖社区智慧平台的
电子大屏上突然跳出一条提示———“滨

湖嘉园小区的张爷爷两天未进出小区
大门。” 与此同时， 社区网格员手机
里也收到同样的提示。 张爷爷是社区
独居老人， 每天习惯一个人在社区周
围散步， 锻炼身体， 但这两天门禁系
统未接收到他出门的信息。

“社区大门安装有人脸门禁识别
系统， 仅本社区居民能 ‘刷脸’ 认证
出入。 智慧社区平台结合人脸门禁、
AI 摄像头采集的大数据 ， 实现社区
内空巢老人、 失独家庭、 幼儿防拐等
重点关注人员信息即时更新。” 跃进
湖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仲文
亮满脸自豪。 由后台结合公共区域采
集到的出现频次及轨迹等信息判断异

常情况， 一旦发现长时间未出门或未
回家等异常时， 系统就会发出预警。

经多方了解， 仲文亮随后确认，
张爷爷这两天住在女儿家， 平安无事。

“这个系统真的很方便， 住在这
个小区我感到很安心。” 这套让居民
们赞不绝口的系统， 是跃进湖社区依
托辖区资源 ， 引入社会投资近百万
元， 与湖南省移动公司共同探索打造
的 “跃进未来” 智慧社区项目， 系统
可集智慧管理大屏、 微信小程序以及
布设在辖区的硬件设施 ， 如烟雾传
感、 人脸识别系统、 云广播平台等。

“2020 年的防疫 ， 主要依靠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逐户上门摸排、

轮值守点， 耗时一个多月。 这种 ‘土
方法’ 耗费人力物力巨大。” 去年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仲文亮一直在思
考，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有没有更好
的方法， 让科技助力精准防控， 从而
解放人力。 （下转 4 版）

合刊通知
因国庆假期，《金鹰报》第 1124

期至 1126期报纸合刊， 出版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9 日， 其中， 10 月 4
日———10 月 10 日节目单无法刊登，
由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祝读者朋友节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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