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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超长
“黄金周”如何玩得尽兴？9月27
日，记者从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了解到，2020国庆中秋假日，我
市在周密部署疫情防控的同时，
精心准备了丰盛的文旅“盛宴”，
热情邀约省内外游客来“品尝”。

“文旅宴”精彩纷呈

假日期间，我市推出系列精
彩纷呈的节庆活动供广大游客前
往体验。

武冈云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
将在国庆中秋节长假期间推出

“首届云山汉文化旅游周”，将举
行紫藤艺术节、汉风集市、汉服巡
游、国风打卡、特色美食节等活
动，景区将邀请“网红大咖”入驻
直播间，进行旅游活动直播、游戏
抢票、好物分享等趣味直播活动。

10月6日，2019—2020环球旅
游小姐国际大赛（中国区）总决赛
将在新宁崀山北大门广场开赛。
在环球旅游小姐到达崀山后，便
会开启巡城仪式。她们穿着美丽
的礼服，围绕着新宁打卡各处，见
识新宁各处的风土人情，了解新
宁的文化特色，也让整个新宁共
同来见证这一场时尚盛会。

隆回县雪峰山大花瑶在国庆
中秋节长假期间推出《花瑶喜

宴》，走进花瑶，触摸一段历史，置
身“身临其境、天地合一”的沉浸
式意境，感受科技、文化、餐饮三
者相融的巅峰盛宴。将展示包括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瑶呜
哇山歌”“花瑶挑花”，以及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花瑶婚俗”。国庆
中秋节长假期间，隆回县文化旅
游广电体育局安排 100 名文旅志
愿者，进入景区为游客们服务，劝
导游客文明旅游。

国庆中秋节长假，绥宁县将
举办大型红歌晚会，绥宁黄桑景
区的曲幽谷和上堡古国将举办汽
车文艺晚会。

多家景区有优惠

今年我市多次举办“邵阳人
爱邵阳 邵阳人游邵阳”活动，推
出“奇美邵阳惠游卡”，发布了“近
郊游、亲子游、一日游、两日游”等
十条精品旅游线路，广泛宣传邵
阳丰富多样的文旅资源。隆回县
内各景区纷纷出台“十一”期间各
种优惠措施，大花瑶-虎形山景
区、魏源故居景区、向家牛天岭景
区、龙瑶幽谷景区、魏源温泉景区
等3A以上景区一个不落，门票折
扣都很大，魏源故居免门票。

馆内文化惠民活动

国庆中秋节长假，全市所有
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
馆）均免费对外开放，集中推出线
上线下文化惠民活动。

9月26日—10月8日，市少儿
图书馆举办“2020 年全市少年儿
童迎国庆美术、书法、手抄报优秀
作品展览”活动以及迎国庆“童阅
美好 不负韶华”邵阳市少年儿
童主题读书活动。

9月26日-10月10日，市松坡

图书馆举办“忆革命松坡讲武堂，
颂盛世宝庆讲文堂”——文化公
益讲坛活动。

国庆中秋节长假期间，市博
物馆围绕基本陈列、民俗、红色文
化、汉字文化等，开展生动有趣的
教育活动。

超长“黄金周”，品尝“文旅宴”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通讯员 朱小华 湛燕山

▲9月26日，武冈云山景区的网红国风打卡点，身穿汉服的网红在
休憩、饮茶。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通讯员 湛燕山 摄影报道

▲9 月 21 日，游客在位于新疆吐鲁番的葡
萄沟景区观光。 王菲 摄

“这里有乡村美景，美食，有酒有故事，有
乡愁，乡土文化的魅力，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
乡村旅游的快乐”。9月28日，雨后的隆回县
岩口镇向家村牛天岭景区，游客兴致盎然，来
自邵东的羊先生与家人对向家村赞不绝口。

近几年来，向家村将原来的3.5米宽的村
道拓宽到6米的油砂路，同时将其延伸到8个
村民小组；通过引来寨志水库的饮用水源、使
全体村民用上了清洁、甘甜的自来水；改造水
库、老渠道、新修高标准水渠，确保所有农田旱
涝保收；全面完成农网改造，彻底解决了村民
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加大危房改造力度，确
保村民住房安全。

今日的向家村，展现出一派山水秀美、产业
兴旺的繁荣景象。6.8公里的环村大道已全部

拓宽成6米宽的油砂路，新修环山公路2公里、
新修通组公路5条计10.6公里，新修高标准水渠
8公里，铺设污水管道8000多米，安装路灯360
盏，绿化美化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91户D级
危房改造全部竣工，238户完成了改厨、改厕、
改栏和“穿衣戴帽”工程。向家村先后被评为
湖南省“脱贫攻坚示范村”“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同心乡村”和“卫生村”。

为了壮大文旅产业，向家村加大对传统农
业景观、农业活动、农业产品等的“旅游活化”
力度，为传统农业创新发展注入旅游元素，激
活传统农业的休闲旅游功能，进一步拓展乡村
休闲旅游发展空间，不断丰富乡村休闲旅游产
品供给。乡村休闲旅游的特色需要做强乡村
的“大特色”，切实把农耕文化、美丽田园、生态
农业、古朴村落等特色资源与周末休闲、亲子
体验、研学旅行、康养养老、拓展训练等市场需
求相结合，通过技术创新、文化创意，打造完全
不同于城市旅游、度假旅游的特色乡村旅游产
品来满足游客需求，让游客记住“乡愁”。

目前，向家村已修建好旅游生态停车场15
个、公共厕所7座、大型农家乐一个、休闲凉亭
13个，相继推出了荷花观赏、太阳湖游船、彩虹
滑道、儿童乐园、亲子乐园、水上乐园、小火车环
山观光、青少年户外拓展中心、现代农业科技园、
文化体育广场、垂钓中心等12个旅游项目。通过
公开招标，12个项目全部正式签约并投入营运，
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而且带动了本村村民致
富。目前，已吸纳了60多名村民进入旅游公司
就业，每逢节假日，村民还可以出来摆摊设点，出

售各自的农副产品，让游客品尝“乡愁”的味道。
向家村正在实施‘体育+旅游’的发展思路，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旅游扶贫开发，根据向家村的
自然风光和地理环境，以打造“生态旅游特色村”
为目标，紧紧围绕“体育+旅游”做文章，以体育
活动带动旅游活动，利用体育赛事、节庆活动等
吸引更多的参与者与观赏者，如不定期举办钓鱼
比赛、马拉松比赛、自行车比赛、越野车比赛和户
外拓展训练，将生态旅游和体育旅游有机结合。

8月26日至28日，“锦绣潇湘·美丽向家”
2020年湖南（夏季）乡村文化旅游节在向家村
分会场举行。文旅节期间，向家牛天岭景区举
办了文艺演出、经典怀旧电影展映、地方戏曲展
演、乡村美食节等10项活动，吸引了游客5万余
人，让游客既能感受到“乡村公园，天然氧吧”的
田园风光，又能体验到“美丽新向家，快乐大本
营”的无穷魅力。向家村已成为远近闻名、最
具人气的乡村旅游景点，自2019年5月19日开
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达50万人次，向家村及
牛天岭景区已经成为隆回县中小学生研学教
育旅行实践基地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

今年国庆、中秋长假，向家村为游客准备了
记住“乡愁”的文化盛宴，向家牛天岭景区推出向
家大舞台·国庆七天乐文艺节目：10月1日，文艺晚
会（男声演唱、疯狂小提琴、才艺杂技、现场演奏）和
烟花盛会；10月2日，劲歌摇滚之夜；10月3日，乡
村音乐会；10月4日，经典红歌会；10月5日，地方
戏曲专场演出；10月6日，地方戏曲专场演出；10
月7日，激情手鼓专场演出。期间350多名志愿者
参与精彩表演、服务游客、劝导游客文明旅游。

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旅游产业

向家村：乡愁醉游客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通讯员 王洪胜 欧阳菲

▲9月21日，游客游览向家村牛天岭景区。
朱大建 郑依飞 摄影报道

二十五年前，一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姑
娘，踌躇满志地跨出师范校门，朝气蓬勃地踏
上了教育战线。从此，她和教育结下了不解
之缘，她的青春，她的热情，她的心血，都融进
了这挚爱的事业里。二十五年来，她辗转于
乡村与城市之间，这一切都源于她对教育的
忠诚，对学生的挚爱。她常说“人应该像花儿
一样，在该绽放的时候一定要尽情地绽放。”
她，就是隆回县“最美教师”马红岚。

马红岚，1976年4月出生。1995年7月，19
岁的她被分配到隆回县山界回族乡中心小学任
教。初为人师的她，对教学丝毫不敢懈怠，每天
认真备课上课。教学之余，她坚持谦逊为人，虚
心学习。她经常阅读各类教育专业书籍，从中
学到了许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并灵
活运用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

在山界回族乡任教九年，她连续担任九
届班主任。一个个差班，只要经她接手，就会
逐渐变好；一个个问题少年，只要经她教育，
便会转为健康孩子。可想而知，这背后所付
出的艰辛，只有在她的关爱中成长起来的学
生，才能真切感受其中的至亲至爱。

一个叫马辉（化名）的孩子，家境贫寒，父
母感情不和，在新生摸底花名册上，马红岚了
解到她因生活没了依靠而不能入学时，心颤
栗了。她把这孩子接到学校，换了衣服洗了
脸，握住他的手温柔地说：“以后我就是你的
妈妈，让我来供你上学。”孩子很怯弱，却感动
得热泪眼眶。

90年代刚能维持生计的报酬，她却丝毫
不吝啬，经常自掏腰包，尽己所能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孩子。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爱生
如子，她的孩子一群一群，她用心地呵护着他
们，她教过的孩子都叫她“年轻的岚妈妈”。

2004年秋季，由于工作需要，马红岚来到
了隆回县城的东方红小学任教。

乡下九年的工作经历，让她积累了许多
宝贵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她更加勤恳敬
业，踏踏实实地教书育人，认认真真地做好本
职工作。教学上本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的宗旨，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不仅教
他们学习知识，而且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学
会学习，学会做人。教学中注意分析学生的
特点，根据不同学生间的差异采用灵活多样
的教学方法，极力营造一种平等和谐、活泼有
序的课堂氛围。所教课程深受学生喜欢，课
堂教学收到良好的效果，教学成绩优异。

2017年9月，优秀的她被调入隆回县思源
实验学校。在思源学校，她是一线语文教师，也
是学校工会主席，更是学校的扶贫专干。

在思源学校，以青年教师居多，尽管老师
们活泼开朗，适应潮流，却缺乏教学经验。马
红岚把培养青年教师作为己任，经常和年轻
教师们促膝谈心，给予指点与关怀，在她的关
爱下，张钰曼，文毫等青年教师成长迅速，成
为了思源学校的教学精英。在思源学校，所
有青年教师都喜欢称她为“马姐姐”。

在学校扶贫工作方面，马红岚永挑重担，
带领学校教师深入了解扶贫对象，在脱贫攻
坚帮扶工作中扎实开展“三同”活动。

范红梅（化名），一个患有多动症的孩
子。妈妈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爸爸脑子
也不是很清楚。范红梅在人特别多的地方就
亢奋不已，手舞足蹈满地打滚，乱拿别人东
西，对陌生人有言语或行为上的攻击，但由于
从来没去看过病，没有病历医生做不了鉴
定。马红岚带着班主任欧阳主动承担起帮孩
子去市中心医院看病的责任，不仅带她去看
病，还主动给孩子买衣服、鞋子、零食。

马红岚多次被评为县乡的“师德标兵”
“优秀教育工作者”。所撰写的各类教学论文
多次在国家、省、市获奖。执教的《村居》通过
层层评选，获省、市、县级优课；参加县教职工
气排球赛获A组第二名；辅导学生王子然、罗
乃成参加县创客任务挑战赛获二等奖；辅导
学生罗露参加县航天知识大赛获一等奖；辅
导学生刘梓齐的绘画作品获校二等奖；辅导
学生金湘怡的作文《家乡的金银花》发表在

《邵阳日报》，所写《跳蚤市场庆六一》《校长为
我们系上了红领巾》均获《思源文艺》校报评
比一等奖；参加校教师朗诵比赛获特等奖。

2020年9月，在隆回县委召开的第36个教
师节表彰大会上，马红岚被授予“隆回县最美教
师”的光荣称号，各项荣誉的获得，来源于她对
教育事业的热忱和自己矢志不渝的努力。现在
的她又回到了山界回族乡中心校工作，那是她
教育梦开始的地方，也是青春为之绽放的地方，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坚信她定会越飞越高……

绽放的青春
——记隆回县“最美教师”马红岚

通讯员 阳笑民

新华社 9 月 29 日电 （记者 周 晔）
2020年“心灵四季·美丽中国”全国秋冬旅游暨

“新疆是个好地方”宣传推广活动，29日在乌鲁
木齐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依托新疆优质资源，
集中推出了自驾、滑雪、旅拍等旅游产品，同时
打造多个旅游资源平台，助力新疆旅游高质量
发展。

此次活动主推了三款旅游项目。2020年
度“中国之路”全国自驾游十大精品线路公布
后，新疆“大漠传奇·塔克拉玛干大环线”“流浪

火星·穿越大海道”“交响丝路·重走丝绸之路”
3条自驾精品路线入选，3条线路的发车仪式
当日在活动现场举办。现场还宣传、预热了10
月1日将在阿勒泰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举办
的“2020-2021全国雪季首滑”活动，隆重推介
了打造“北疆、南疆”两大系列的旅拍产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侯汉敏表示，新疆将在疫情精准防控前提下，释
放生态和稳定为旅游带来的红利，推进新疆秋冬
季旅游市场的振兴及旅游品牌的升级。

新疆：推介秋冬游 打造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