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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大地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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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大地颂歌》小童星如何炼成的

消费维权年主题研讨会聊起奶茶
本报长沙讯 近日，
“秋天的一杯奶茶”刷爆
朋友圈。对消费者而言，这是一场点奶茶的消费
狂欢，对监管部门、消委会、专家而言，这是值得
研究的消费新趋势。在国庆、中秋佳节到来之
际，9 月 28 日，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举行“凝聚你
我力量”2020 年湖南省消费维权年主题研讨会。
在这场研讨会上，市场监管部门、湖南各级消委
会、学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 2020 年消费年
主题的内涵与当下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消费者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剑桥出席。
在新消费趋势下，如何凝聚你我力量？如
何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商
品监督部干部汤哲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谈到
“双十一”
“6·18”等常见的“造节”营销。他认
为，此类网购节日可以拉动消费，但也要看到
“造节”火热的同时，引发的一些消费问题，如促
销广告信息骚扰、噱头大于实际优惠、电商平台
要求商家“二选一”、不提供发票等，他建议，完
善电子商务领域相关法律，针对消费新模式、新
业态及新问题加以研判，避免监管失灵或监管
空白。
会上，省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吴卫还宣读湖
南省 2020 年“凝聚你我力量”消费维权年主题征
文比赛表彰决定。
记者李姝

从2019年10月开始前期
筹备，
到2020年9月27日迎来
正式首演，
大型史诗歌舞剧《大
地颂歌》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
感人肺
腑的时代画卷。而在紧张的排
练期间，
一群像花朵一般可爱
的儿童演员，
也给剧组画上了
最美好纯净的颜色。
那么，
对于观众的赞誉和
这段时间付出的汗水，
他们怎
么看呢？
▲

9 月 27 日晚，大型史诗歌舞
剧《大地颂歌》在长沙梅溪湖国际
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首演，与何炅
一起演戏的小演员们。
图/记者谢长贵

观点

加快发展消费者维权奖励基金

他们是台上的精灵，
台下的开心果

湖南工商大学副教授张俊英建议建立有威
慑力的惩戒机制，对于行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应采
取支付违约金、关闭店铺等惩罚措施；提供高效
便捷的投诉机制，设立专门的投诉通道和专业的
审核人员。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何昀认为，今年“凝聚
你我力量”的消费维权年主题突出了主体性、强
调了合作性，因而更具针对性、新颖性。分散的
消费者“能否拧成一股绳”？他认为，要大力强化
基层消费者组织建设，要加快发展消费者维权奖
励基金。
记者李姝

祁东留守儿童合唱团成员讲述《大地颂歌》排练经历：
演出不紧张，
长沙很好玩
9 月 28 日晚，在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
颂歌》的演出谢幕环节，剧中的儿童演员们

亮相时，现场立刻爆发出雷鸣般掌声。
这群平均年龄不到 10 岁的孩子，在舞
台上，用入情的表演，悦耳的童声，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台前，他们是舞蹈的精

灵，是吟唱的百灵鸟，也是让我们热泪盈眶
的心灵抚慰，而在幕后，孩子们无邪有趣的
话语，
“小大人”一般的神情和动作，也着实
成为了《大地颂歌》剧组的快乐源泉。

唱进观众心坎的她是剧组开心果
清澈深情的吟唱，把山村留守儿童对
于知识的渴望，对于亲人的依恋，都唱进观
众的心坎里。
在《大地颂歌》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
一幕戏中，由小演员余梓溪扮演的小雅，因
为父母外出务工，家中有年迈的奶奶需要
照顾，小雅不得不辍学在家照顾奶奶。得
知这一情况后，扶贫工作队龙书记和支教
王老师来到小雅家，帮助小雅奶奶住院治
疗，也终于把小雅接回了校园……
这一幕戏，也通过孩子们美好的合唱，
展现了他们重拾自信、拥抱希望的蓬勃朝
气，也体现了扶贫工作者为“教育扶贫”、
“志智双扶”
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小雅是一个很善良乐观、懂事孝顺的
小女孩，她为了照顾奶奶，一度放弃了读

书，但她对生活始终乐观，相比而言，现实
中的我太幸福了。”谈到扮演小雅的感受
时，余梓溪表示，小雅的乖巧懂事让自己更
加明白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以前从没有想过，有人会因为贫困，
连书都不能读。”余梓溪坦言，在了解了小
雅的事迹后，
更坚定了要向她学习的想法。
很多观众在听完小雅的歌唱后，几乎
都是眼泪汪汪的。都可以把观众给唱哭了
啊！余梓溪赶紧
“小大人”
一般地笑着解释
说，
“我唱得还算好，
没有大家夸奖的那么优秀，
你们都这么夸我，
我就没有进步空间了。
”
这 段 时 间 ，余 梓 溪 一 直 待 在 剧 组 排
练。因为排练时间紧，余梓溪的暑假几乎
就是在剧组度过了。别的同龄小朋友，暑
假可以去游乐场、去旅游，余梓溪的暑假却

几乎被排练给填满了。
“这没什么好失望的
呀，我觉得剧组也蛮好玩的。这里有这么
多小朋友，还有可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陪
我们玩，
一点也不无聊。”
作为一个几乎贯穿全剧的角色，余梓
溪与剧组的很多演职人员都“玩”得很熟。
排练之余，余梓溪最爱干的事，就是拉着大
哥哥大姐姐们求教舞蹈动作。
“有时候他们
排练很累了，但是我只要跟他们说，他们都
会教我，
我现在都学会好多新的舞蹈了。”
采访过程中，不时有路过的演职人员
跟余梓溪打招呼，余梓溪都会马上停止回
答问题，
跟演职人员问好。
面对记者“原来你都成了剧组的小明
星了”的玩笑，余梓溪眨了眨眼，笑着说：
“没有啦，我只是剧组的开心果儿。
”

台，虽然是留守儿童合唱团，但演出经验十
分丰富。早在 2018 年底，他们就曾在这个
舞台上演出过。
不 过 ，这 是 他 们 第 一 次 从 升 降 舞 台
出场。
“第一次上升降舞台有点怕怕的！”合
唱团成员管雅轩正在换牙期，但丝毫不遮
掩自己刚掉了小虎牙，笑容特别明媚。
“有
人害怕掉下去！他们都不愿意站第四层！”
为了排练《大地颂歌》，他们经常要往
返于祁东和长沙之间，每次都要坐四五个
小时的大巴车。为了赶路，这个月，在高速
公路的服务站里，孩子们第一次在大巴车
上过夜。张选康瞪大眼睛睡不着，爬起来

想看风景。可是窗外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
着，
他就瞪着眼睛等到了天亮。
排练需要，这次他们得在长沙待上一
个星期。小小年纪，难道不会想家吗？小
朋友们还是笑嘻嘻的：
“ 不会呀，长沙很好
玩。”管雅轩指着张选康：
“他会用儿童手表
给家里打电话。
”
张选康点点头，虽然刚才还在嘻嘻哈
哈，但聊起家里的情况，他眼神有点发直：
“也就是问问他们吃饭了没有，和家里的
情况。”
得知还要去北京演出，对舞台大小并
没有什么概念的他们更操心要坐几个小时
的飞机：
“这也太远啦！”

得知要去北京，
他们直呼太远啦
每一次祁东县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
团出场，
现场都会响起掌声，
即便只是排练。
祁东县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是湖
南省第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合唱团。
2017 年，在湖南科技大学支教团队的指导
和帮助下，启航学校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
留守儿童合唱团。因为参与合唱团的训
练，校内原先沉默寡言的留守儿童们不仅
在美育素质方面有了提高，更变得活泼开
朗起来。
记者问：
“会紧张吗？”小朋友们瞪着眼
睛摇摇头，齐声说：
“ 不紧张！”四年级的张
选康补充了一句：
“坐满了观众可能会紧张
吧。”他们并不是第一次登上梅溪湖的舞

何炅：
孩子们让我更加入戏

对话

本报记者周诗浩 李鑫智 长沙报道

在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第三幕《夜
空中最亮的星》中，饰演支教老师的何炅，再一
次把他的“暖”带给了孩子们。
问：你有多年的主持人经历，也演过话剧
《暗恋桃花源》
《水中之书》，这次演出大型史
诗歌舞剧《大地颂歌》，有什么不一样的舞台
感受吗？
何炅：这次出演《大地颂歌》，从文本的准
备阶段到排练，再到最后的打磨，是一个非常
严谨的过程，而且除了舞台上和艺术上的磨练
之外，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深入了解到一线的扶
贫工作者和他们的故事，在这样一个伟大战役
当中，
有很多感人的人和事。
问：对《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一幕的感觉是
怎样的？
何炅：对我来说，非常荣幸可以加入到这
个了不起的集体当中，确实花了不少的时间和
精力，但是绝对是值得的。通过这个工作，我
更加了解了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的一些细
节，然后了解到我们扶贫工作者、扶贫干部身
上的闪光点，可以说学到了非常多，也得到了
很多的鼓舞。对于《夜空中最亮的星》，我觉得
最感动我的就是孩子们，无论是我们的演员孩
子，还是合唱团的孩子，他们虽然年纪很小，但
是无论多么辛苦的排练，一次又一次的调整，
孩子们总是能够特别快进入状态。孩子们本
来都是天真烂漫的年纪，但是他们都非常稳
定，也非常投入，确实是让人很受鼓舞。所以
我每次在表演的时候看到孩子们，都有一种好
像自己就是他们的老师的感觉。
问：除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大地颂歌》
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或者片段是什么呢？
何炅：除了《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一幕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刘迦扮演的扶贫工作
者去救出小雅的那个瞬间。这段舞蹈，是情
感和舞台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也是扶贫工作
者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一
个动人的舞台艺术表现，所以那一幕让我印
象非常深。
记者周诗浩

大国小鲜@基层之治

“24·30”
执法圈模式如何为民接单

长沙苹果手机用户也能刷潇湘卡了
支持ApplePay，
不解锁、
无网络也能刷
本报长沙讯 即使手机没网络、没电，也
可以用来刷卡乘坐公交地铁。9 月 28 日，
湖南
潇湘支付公司的潇湘卡正式支持 ApplePay 了，
满足型号和系统要求的苹果手机、
AppleWatch
用户现在可以手机手表
“秒变”
交通卡，
无需解
锁屏幕、无网络也能刷卡。据悉，长沙是除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后全国第一家支持快捷
交通卡的省会城市，给长沙打造网红旅游城
市、
提升国际化水平注入了新能量。
ApplePay 长沙潇湘卡是利用 Apple 设备
NFC 芯片交互能力，将设备模拟成一张真实
的 交 通 卡 ，市 民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iPhone 和
AppleWatch 即可完成地铁、公交、磁浮等公共
交通工具的乘车与付费。
湖南潇湘支付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ApplePay 长沙潇湘卡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市民

使用 ApplePay 潇湘卡，无需下载 APP 扫码，无
需解锁屏幕，
甚至不需要停下手里的视频和游
戏，将 iPhone 顶部或 AppleWatch 显示屏靠近
检票口扫描器中心处附近，
即可通过 iPhone 或
AppleWatch 快速进站，
而且还能享受与实体交
通卡相同的优惠。负责人说，
在无网络和手机
电量耗尽的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刷卡，
有效提升
了市民在上下班高峰期的通行效率。
与传统的公交刷卡、扫码支付不同，通过
ApplePay 刷潇湘卡使用范围更广。目前潇湘
卡应用拓展至长沙地铁、长沙磁浮、长望浏宁
公交，以及支持乘坐全国 307 个“交通联合”的
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后续还会陆续增加新的
城市，在交通领域真正实现了一卡通行全国
的目标，给市民交通出行、旅游观光、商务求
学等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无需下载各类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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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App，为手机内存减负。
据介绍，
“ 城市一卡通”是长沙重大民生
工程，
“城市一卡通”将以潇湘卡为载体，打造
“一张卡、一个平台、一个 App”综合性服务系
统。据悉，持有 iPhone6s 及更新机型的市民
可在 ApplePay 中免费开通潇湘卡，不收取工
本费，最低充值 10 元即可使用。
记者黎棠

链接

ApplePay长沙潇湘卡常见问题
一 、用 iPhone 或 AppleWatch 刷 潇 湘 卡
可以享受地铁、
公交乘车优惠吗？
答：iPhone 或 AppleWatch 潇湘卡和普通

邮编：
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潇湘卡享受相同的优惠政策：1.乘坐市内公
交享 7 折。2.乘坐市内地铁、磁悬浮享 9 折。
3.异地乘车刷卡按当地政府核定的优惠政策
执行。
二、用 Apple 设备开通潇湘卡需要具备什
么条件？
1.Apple 设备型号：
iPhone6s、
iPhone6sPlus、
iPhoneSE 或 更 新 机 型 ，AppleWatchSeries1 或
更新机型。
2.系统&app 版本号：iPhone 系统升级至
iOS14.0（AppleWatch 系统升级至 watchOS7.0）
及以上，潇湘一卡通 iOS App 版本 1.0.0。
3.Apple设备需要和一个iCloud账号绑定。
4.Apple 设备需要设置一个至少 6 位数，
强度高的密码。
记者黎棠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本报长沙讯 9 月 27 日，
“ 大国 小 鲜 @ 基 层
之治”网络主题宣传调研团及媒体团来到长沙
县行政执法局就“24·30”执法圈模式进行调研
采访。
当天，长沙县行政执法局工 作 人 员 介 绍 了
“24·30”执法圈工作模式。据了解，2019 年 10
月 31 日 ，为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十 九 大 及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相 关 精 神 ，长 沙 县 行 政 执 法 局 打 造 了
县域 365 天“24·30”全天候执法圈，24 小时在线
受理群众投诉，执法人员在 30 分钟内赶到现场
处置。
“湘龙行政执法队队员，收到请回答。”
“收
到，请指示！”在演示现场，工作人员连线属地执
法队演示“24·30”执法圈模式的操作流程。
工作人员随机从网上群众工作部工作云平
台挑选了一个投诉，湘龙街道某水果店店外经营
扰民。工作人员从综合平台上定位到距离该水
果店最近的执法人员，并现场连线该名队员。执
法队员到达现场后，
进行回应并处置。
据了解，今年 1—8 月，长沙县行政执法局共
计受理各类投诉举报 22316 件，满意度 99.58%,较
去年同期上升 2.34 个百分点。
记者易思含

等车时想充电？交给公交便民柜
本报长沙讯 最近，在芙蓉南路莲花山公交
车站出现了这样一台“新奇”的柜子。上面不仅
印有我们常见的公交站点表，还有电子版的自动
报站表。除此之外，柜子两侧设置的移动充电
宝、自动零售机以及伞柜，更是十分吸睛。
9 月 28 日，记者来到莲花山站，第一次见这
样“高大上”的柜子，记者等不及，马上就上前体
验了一把。因为恰好没带充电宝，便立即打开微
信扫描了充电宝机器上的二维码。
“ 呲”的一声，
机器反应极快地就吐了一个充电宝出来。而转
到另一边，看到琳琅满目的自动售货机，记者也
是一眼就看到了自己心仪的饮料。据自动报站
表上显示的车辆到达时刻，乘客还可以精准地知
道车辆还有多久到达车站，不用时不时地进行观
望，从而不慌不忙地等车，可以用等车的时间做
点别的。
在莲花山公交站的“智能公交便民柜”，有不
少市民对这台特别的柜子感到好奇，有的直接
“尝了鲜”。等车的周小姐告诉记者，有了便民柜
上的自动报站机，她再也不用老是盯着手机上的
实时公交动态翻看了。不过，市民刘爷爷提到，
这样的机器只有一台，未免太过“稀有”，让人觉
得可惜。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公司还只是在莲花
山公交站设置了全市独有的“样机”，但国庆以
后，公司还将在五一大道附近设置二十余台柜
子，并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在全市各处设置
500 余台便民柜，以点带面，形成完整的便民柜网
络，则成了公司长远的规划。
“ 未来的便民柜，甚
至还可能借鉴其他城市经验，为等车的市民提供
能公共使用的无线网络。”
记者黎棠 实习生粟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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