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258号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0731-85571188 广告招商热线：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零售价：1元

2020 .10. 03

星
期
六
编
辑
：
向
玲

版
式
：
肖
静
华

校
读
：
李
胜

A
03

坐着高铁看湖南

发
展

指
南

美景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民众感慨怀化高铁

时代变化报道

坐观湖南

假期第二天，高铁上的人流却没有明显
减少。有些是还在路途奔波准备回家的游

子，有些是在小聚之后准备一起出去旅游的
小夫妻，还有些是准备前往公司加班的人
……这些人，虽然神情有些许疲惫，但是他们
的谈话里透露出的是幸福与喜悦。

带母亲出门从折腾变便捷
怀化姑娘带母亲坐高铁旅游，还有人感慨高铁送来“奶茶自由”

“父母出游子女买单”逐渐成为老年人出游的一大亮点，这不，怀化的张奶奶就在
节日里收到女儿的旅游大礼。

“之前是开车出山后改坐绿皮车，坐到一半，妈妈受不住了，再改坐汽车。现在有
高铁真是太方便了，老人家不用来回折腾，就可以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张奶奶
女儿感慨。

对于年轻人来说，则是奶茶自由也要，高铁自由也要。“要不是坐高铁这么方便，
也不可能实现想喝就喝。”一位怀化女孩说。

采访中，一个小女孩抱着月饼牵着妈
妈的手，母女二人正在说说笑笑。

陈女士告诉记者：“这次是回娘家。”她
的小女儿在一旁告诉记者说：“我们要回去
看外婆，我的月饼要送给外婆吃。”

陈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的女儿今年8岁
了，一直念叨着外婆，所以特地选了一盒大
月饼回去。

陈女士表示，在高铁没开通之前，自
己都是开车回去的。

“开车的话基本上一天就在路上了，
从早上出门，到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到家，
还要担心堵不堵车。”她说，“要是不堵车
那就还好，堵车的话真的特别难受。”

现在的她，可以带着女儿乘坐高铁，人
也没有那么疲惫，一路上还可以和女儿聊
天玩耍。既解放了双手，又减轻了自己的
负担。高铁对她来说已经是回家首选了，
开车的话，没有很多行李或者很多人是不
会考虑的。

“高铁还是方便些，花在路上的时间少
了，孩子也没有那么折腾。”她说，“如果开
车带孩子出来，孩子路上睡着了还好，要是
没睡着，就会一直问，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怎么还没到啊，妈妈我不想坐了。开车回
家之后，安慰的话都要说很多次，真的挺累
的，还是坐高铁要舒服方便得多。”

聊了一会儿，她拉着女儿走进了高铁
站。手中的月饼盒代表了她们对亲人的思
念，而高铁则成了这种思念之情的最好载具。

车站里，四个嬉嬉笑笑，手里提了好
几杯奶茶的女生从记者身边走过。

其中一个姑娘笑着回答：“当然是带回
家喝啦，怀化那边又没有开（店）。”

这位姑娘还在读大二，这次国庆放假，
她就和寝室的几个小姐妹一起来长沙组团
喝茶颜悦色。

“真的好喝，特别是高铁好快，（两地
往返）又很方便。”她告诉记者，有一次，
她也是和同学来长沙，足足待了 7 天就喝
了 7 天，真的喝个过瘾，喜欢的口味太多
了，比如声声乌龙、筝筝纸鸢、幽兰拿铁、
桂花弄……

“要不是坐高铁这么方便，也不可能实
现想喝就喝。”她说，“之前还看见有人点超
级跑腿，坐高铁送茶颜悦色呢。”

另外一名小姐妹认可道：“是真的，我
有一次过节的时候，太赶了，临时决定来长
沙买，但是没有买到高铁票，就坐了火车。
那一班火车太久了，坐了五个多小时，中途
每个站点都要停留。虽然最后来长沙时奶
茶是喝到了，但是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可能
是已经没有喝奶茶的心情了吧。”

对于去打卡怀化的人来说，带什么
特产回家则是难题。毕竟芷江鸭、沅陵
酥糖、雪峰乌骨鸡、黔阳冰糖橙、安江香
柚、藕心香糖、通道侗家腌肉、通道侗织
锦、明山石雕、碣滩茶、靖州雕花蜜饯、穿
丝篮、洪江血耙鸭、中方县湘珍珠、靖州
杨梅等都是名声在外的美食。

坐高铁，对年轻的民众来说已经是一件
熟悉的事情了，但对年纪大的老人来说，他们
更多是信任子女的出行选择，并且有些小心
翼翼。

年近八旬的张奶奶就是如此。只见她满
头白发，靠坐在高铁站休息室的凳子上，吃着
橘子，记者走近和她交谈时，她连忙摆手，说
自己不知道，不要问她。

坐在一旁的女儿看见了，在问清楚记者
的来意之后，接受了采访。

张奶奶的女儿告诉记者：“我妈妈从来没
有出过农村，年纪也比较大了，遇到陌生人，
她就有些害怕。”

她表示，她的妈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
村人，在怀化的溆浦县生活，那里群山环绕，
真的很少出门。从小在那长大，然后，找的老
公也是附近村子的。

“我妈妈一辈子就没怎么出过门，之前也
没有坐过高铁。但是，现在条件好了，我们有
机会就带她出来看看，好好享受一下科技的
便利。”她说。

“很久之前，妈妈也出过大山，那个时候，
我们是开车出了山之后，就改坐绿皮车，然
后，坐到一半，妈妈受不住了，就又改坐了汽
车。反正一趟行程下来，真的是太折腾了。”
张奶奶女儿感慨，“现在有高铁真是太方便
了。又快，又干净，老人家不用来回折腾，就
可以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说到这时，一直在旁边听女儿说话的张
奶奶笑了：“还是我女儿有孝心，真是一个好
时代啊。”

同样，外地工作的人们也可以暂时抛弃
繁忙和浮躁，乘着高铁风驰电掣来到怀化，漫
步雪峰山，让自己的呼吸与这里同步。

本报记者朱清 长沙报道

“老人不用来回折腾就可以走出大山”

往返坐高铁
让打卡奶茶更快乐

孩子不总问
妈妈怎么还没到了

怀化邀你体验神韵雪峰
本报长沙讯 怀化“森”呼吸之徒步休闲旅游

产品，你体验过吗？
你可以选择在雪峰山“游山玩村”，观赏黄溪

古村、火炭溪观瀑溯溪的盛夏，徒步金秋里的葡萄
沟，还可以体验杀年猪、打糍粑。

除此以外，怀化山野风情民宿旅游也不容错
过。你可以在沈从文先生第二故乡居所——沅陵
芸芦停停走走，在云端花瑶别墅休憩，逛逛大酉山
下的“世外桃源”，还能打卡隐藏在山谷里的极致
野奢民宿……

风景、民宿都有了，夜经济怎么能少？怀化
为你带来旅游夜生活产品。你可以在烟雨洪江
享受民国风情夜生活，在芷江索子街里玩个够，
还有在鹤城区锦绣五溪体验当地城市旅游夜生
活。如果想去网红打卡地，也可以把穿岩山枫香
瑶寨、芋头古侗寨、芷江抗战胜利受降坊写进旅
游计划吧。

此外，还有通道（含靖州新厂）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值得一去。通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包含

“一区三带”。“一区”，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
转兵纪念地主题展示区；“三带”，即县溪镇兵书
阁村至通道转兵纪念馆“重走长征路”研学线、万
佛山镇小水村—流源村—双江镇马龙村—芋头
村—皇都村红色故事线、菁芜洲镇芙蓉金殿—牙
屯堡镇牙屯堡—播阳白衣观民族团结线三条红色
文化展示带。 记者朱清

“我家就在雪峰住，冰糖橙红甜四方；我家就
在沅水边，风吹稻浪甜四方。侗苗芦笙唱甜蜜，红
色路上思甜蜜……”一曲《甜甜的怀化》，道出了怀
化人的心声。假如要在湖南选一个最“甜”的市
州，非怀化莫属。新时代的怀化，从产业到百姓，
讲述一个个甜甜的故事，留下奋力前行的掷地足
音。同样，作为湖南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邵阳，
也行走在拼搏之路上。

“20多亩猕猴桃是我的摇钱树”

2018年以来，怀化先后开通了中欧班列、中亚
班列，地处内陆腹地的怀化变身开放的前沿，让世
界尝到“怀化甜”。依托科技创新，传统产业与新
兴产业快速成长。2020年，怀化市政府兑现财政
奖补资金共1.1亿元，充分调动了创新主体投入的
积极性。现全市各类创新平台总数达422个，其中
国家级 11个、省级 68个、市级 343个，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形成。

交通延伸，甜蜜的产业也在延伸。通过生态
创新融合发展，依托民族风情和青山绿水，将民
俗文化转化为资源，将山货转化为特产，“多旅融
合”让甜甜的怀化走出大山，千亿生态文化旅游
产业正在形成。目前怀化全市 120 多个水果品
种，年产量近 100万吨，占全省三分之一。中秋时
节，史称“五溪”的怀化，满目是甜甜的水果、甜甜
的笑脸。

“20 多亩猕猴桃是我的摇钱树。”杨顺春是
怀化芷江侗族自治县新店坪镇长征村村民，5 年
来，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帮扶干部的带领下，他
靠贴息贷款发家致富，如今已实现网上销售，产
品发往全国各地。在猕猴桃果园，幸福洋溢脸
上。“我还有 40 亩软籽石榴，10 月后再准备套种
黄金梨，希望三年收益再次翻番。”杨顺春笑着
回答。

贯彻新发展理念，走新时代绿色发展之路，成
为怀化坚定不移的追求。怀化持续开展产业及产
业园区3年倍增行动及3年提升行动。目前，怀化
工业园区(集中区)从无到有逐步壮大。今年“五溪
人才行动计划”在去年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落实，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团队选择怀化
这片热土。

修通脱贫路，邵阳走出“深闺”

在邵阳，又是另一番景象。30 秒组装 1 台智
能电饭煲、1分钟冲压 1个电饭煲内胆……8月 12
日，邵阳经开区的拓浦精工智能制造(邵阳)有限公
司正在加足马力生产。“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今
年上半年已接到国内、日韩、东南亚等地 300万台
电饭煲订单。我们上半年的产量是200万台，所以
正在增加生产线、扩招工人。”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章新主介绍，“拓浦精工”建成了国内第一条批量
生产的厨电工业 4.0 柔性生产线，产品销往国内
外，目前400多人在此就业。

2014 年以来，邵阳多渠道引水，为脱贫攻坚
备足“子弹”。争取项目，交通先行。邵阳争取
国家大项目，武冈机场建成通航，二广高速、沪
昆高铁、怀邵衡铁路等相继通车，南连粤港澳，
北接亚欧大陆桥，融入长江经济带。搭起“强韧
骨架”，疏通“毛细血管”。修通条条脱贫路，走
出“深闺”天地宽。7 年来，全市完成农村公路建
设和提质改造 1.2 万余公里，水泥路修到贫困户
家门口。

决战脱贫攻坚，关键在精准施策。邵阳市
委、市政府冷静分析：8 个贫困县，穷的原因几乎
一致，就是产业太弱。没有带动力强、辐射面广
的产业，老百姓如何脱贫?2014 年起，邵阳市委、
市政府提出“产业兴邵”，着力打造“沪昆百里工
业走廊”，实施“主导产业培育、基础设施提升、发
展动能转换、营商环境优化”四大工程，“软硬兼
施”推进沪昆高速沿线 7 个省级工业园区连线成
片，辐射广大贫困地区。目前，“百里工业走廊”
已吸纳就业 20 多万人，技工贸年总收入达 2000
亿元。

2020 年以来，邵阳全市已落实产业扶贫资
金 10.37 亿元，新增产业扶贫项目 469 个，使用财
政扶贫资金实施的产业项目达到 2645 个。全市
共有 199 个龙头企业、2971 个专业合作社、3510
名种养大户、992 个家庭农场与近 20 万户贫困户
建立完善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70 余万贫困人
口增收。

“西南明珠”奏响甜蜜致富曲

本报记者李琼皓 黎棠 长沙报道

洪江古商城的传统婚礼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围观。图/尹忠

新晃侗族自治县，侗族阿妹身着民族服饰演出。图/记者陈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