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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慧英

“我吃了5个加2个汤圆，一共是7个。 汤
圆好好吃！ ”6岁的果果（小名）伸着7个手指
头对记者说，脸上挂着可爱而得意的笑容。

1月6日上午，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
院特殊儿童教育部里暖意融融， 笑声不
断，记者与志愿者们来到福利院，与孩子
们一起过元宵节。

今天来福利院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
特别多，才上午10时，就已经有80多人相
继前来。志愿者于勇华元旦才来过，今天
又和十几位同事一起过来。 “我们单位组
织员工每月捐助1元钱，积少成多，每个
月都会来看望老人和孩子。 ”

特殊儿童教育部章仲广老师介绍，院

里一共有四五百名孤残儿童，特殊儿童教
育部有40多个孩子。今年春节，许多孩子被
爱心家庭接回家一起过大年，剩下的则在
福利院和工作人员一起过节。 福利院一大
早就给孩子们做了汤圆，晚上还有放烟花
等活动，孩子们都异常兴奋、期待不已。

8岁的聋哑儿童健健（小名）在特殊
教育学校读一年级， 去年期末考试以数
学100分、语文99分的成绩取得了班级第
一名。去年，他还夺得了全国青少年儿童
书画大赛少儿组金奖。 健健伸着小指头
朝记者比划，老师在一旁当“翻译”：“我
吃了6个汤圆，今天真快乐。 ”

记者发现，今天前来的志愿者们所捐
赠的物资大多较为雷同，以营养品、学习
工具等居多。 实际上，这些爱心物资已经

过剩，相反，像婴儿尿片、硬件设施等真正
需要的东西却少人问津。 福利院的工作人
员和老师们，尽力让孩子们与别的孩子过
一样的生活。 每周二与周四，福利院会安
排孩子们与来访的善心人士互动。 不过，
其他时间不希望太过打扰孩子们的生活，
以免让他们觉得自己太过与众不同反而
造成心理压力。

当记者问孩子们“今天是什么日子”时，
果果说，“今天是元宵节， 就是圆圆的节日。
像我们现在这样，坐成一个圆。 ”

记者感言：福利院里，大多孩子都存
在残障和各种疾病， 但他们的笑声却天
真烂漫， 对未来充满幻想。 他们最需要
的，是社会真诚无邪的眼光，还有医疗支
援、师资支援，或者，还有一个完满的家。

本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尹伟华 朱伟煌 王玖华

龙年元宵佳节， 我们驱车来到双
峰县锁石镇， 与这里的部分留守儿童
一起过了个特殊的元宵节。

上午9时， 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倍
感春寒料峭。 锁石镇群力村留守儿童
工作站里两盆炭火烧得正旺，60多个
孩子一大早就赶来和他们的爱心家长
团圆，谈新年的希望。 屋里暖洋洋的，
屋外一口热腾腾的大锅里， 煮好的元
宵直往上冒。

“妈妈初六就去广州打工了，爸爸
等我开学后也要走了。 ”9岁的陈苏连
说，“虽然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但是平
常想他们可以来这里和他们视频聊
天，有什么话也可以跟爱心爸妈说。 ”
陈苏连小朋友留着齐耳的短发， 她用
普通话和我们聊天时脸颊绯红， 显得
有些害羞。

陈苏连所说的视频聊天，正是双峰
县利用农村党员远教系统建立的留守
儿童与父母沟通的平台，也是每个村留
守儿童工作站免费服务内容之一。 我们
看到， 在群力村留守儿童工作站墙壁
上，工作站要做些什么、怎么做，管理规
章都写得清清楚楚。 爱心家长就是锁石

镇每一名党员和村镇干部，他们和全镇
1095名留守儿童建立了一对一的帮扶
关系，今天的手拉手过元宵活动正是这
群爱心家长发起的。

“平常装个灯泡换气啥的，给他们
打个电话就来了。 ”55岁的赵修容老人
带着6岁的孙女，儿子媳妇都出去打工
了，谈到爱心家长，她竖起了大拇指。

吃元宵前， 爱心爸妈们还给孩子们
送上了开学的礼物， 一个漂亮的文具盒
和一个软面抄英语本。 “请在外
面工作的爸爸妈妈放心，有大家
的关心，我们的元宵节也过得很
精彩，我们一定好好学习，报答
大家对我们的关心。 ”8岁的陈雅
代表孩子们发言，声音稚嫩却坚
定。

离群力村5公里外的锁石
镇中学青少年宫，30多个孩子
正在打军鼓、跳健美操。 “利用
课余时间和节假日， 有２８个兴
趣小组供孩子们免费学习，吃
饭也免费。 ”王校长告诉我们。

孩子们的军鼓敲得有板有
眼， 很难相信他们是一群远离
城市的孩子。 “我学了一个学
期，衣服和鼓都是学校发的，我
们同学都参加了自己喜欢的兴

趣班。 ”１２岁的王足苗说。
下午４时，锁石镇党委政府班子给

志木村村民讲完集中育秧课， 他们又
一头扎进雾雨中， 奔赴各自联系的孩
子 家 里 ， 和
他们一起过
元宵节。

小小汤圆融孝心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张斌）小小汤圆

也能融进孝心。 2月5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
通泰街街道中山西路社区喜气洋洋， 在与
孩子们一起做汤圆、 吃元宵、 猜灯谜的同
时， 社区里的家长们也被孩子们自发的孝
心行为感动。

上午10时， 在社区婆婆妈妈协会和计
生协会的主持下，大家做起汤圆。 一个、两

个、三个……不一会，满满一大盆的汤圆就
做好下了锅，热气腾腾端上了桌。 “妈妈，您
辛苦了，请吃汤圆。 ”只见10岁的孩子廖璇
拿起一碗盛好的汤圆， 小心翼翼地送到妈
妈手上。 其他的孩子也效仿起来，惹得长辈
们一阵欢笑。 “奶奶，您吃。 ”年仅4岁的张倩
涵小朋友也拿起一碗送到奶奶的手上，可
爱的举动让现场暖意融融。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欧显庭 欧春涛 李光平

2月6日，龙年元宵节。 记者来到一脚
踏3省的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 见证一
场经典的瑶胞文化盛宴———“火烧龙狮
闹元宵” 暨第二届民族民间文化旅游节，
数万瑶胞聚集码市展示民族独特的文化
欢度元宵佳节。

码市镇地处湘、 粤、 桂3省交界之
地，境内有瑶族近2万人，被誉为“千里
瑶乡第一镇”。 一大早，码市大街小巷已
是张灯结彩。 上午10时，全镇48个村的
瑶胞披上节日盛装，敲锣鸣鼓，舞着龙
狮向镇政府广场涌来。 广东与湖南码市
交界的连州、连南、连山以及广西贺州
的瑶族文艺表演队也纷纷赶来助阵，将

偌大的文化广场挤得水泄不通。
简单的启动仪式后，各表演队便开始

在大街小巷巡游。 走在最前面的是码市居
委会的舞龙队，跟在后面的是大锡乡舞龙
队、 厚塘村舞狮队……队伍名目之多，令
人眼花缭乱。 巡游队伍在大街小巷冒雨行
进，龙腾狮舞，鼓乐震天。虾子精、鲤鱼精等
戏曲人物闪亮出场，扭秧歌、跑旱船、长鼓
舞等传统民俗节目，博来观众阵阵掌声。

“与其说是来看表演，还不如说是
来分享瑶乡今天的幸福生活。 ”广西壮
族自治区贺州市桂岭镇的群众将生动
场景一一摄入镜头。

下午，细雨绵绵。各表演队的舞台展示
更具诗情画意。龙湾村瑶胞手持长鼓，轻歌
曼舞，尽显神韵；广东连州表演队一曲歌舞
《瑶山连北京》，音乐婉转，舞姿翩翩……一

个个别具特色的节目， 淋漓尽致地表达了
瑶家儿女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赞美。

“火烧龙狮闹元宵”是本届文化节的
主题，大多数外来游客就是冲它而来。 据
县文化局局长周德新介绍，“火烧龙狮”在
码市已有百年历史，通过近年的传承和创
新，它已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夜幕初垂，码市镇的大街小巷相继响
起了轰鸣的鞭炮声。当龙狮从金龙街龙头
出行时，顿时锣鼓喧天，鞭炮大作，烟花腾
空，彩狮和滚珠龙身手矫健地舞起漫天光
彩，把瑶山的夜空搅动得五光十色。

据瑶家民间传说，龙呈祥，狮献瑞，元
宵夜龙狮到谁家，谁家就会兴旺发达。彩狮
和滚珠龙舞来时， 街道两旁的男女老少点
燃手中的鞭炮，不断向街中投掷。龙狮队不
仅不逃避，反而向鞭炮燃放处舞去，宛如在
云雾与火海中舞蹈，场面极为壮观。

夜已深，“火烧龙狮”的狂欢还在继
续……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何书典 唐志卓

2月6日上午9时，在安仁县第三届“国
桢杯”民间“元宵米塑”大赛现场，当地米塑
艺人用一双双巧手，像变戏法一样，捏啥像
啥，变幻出各种人物、鸟禽、花木、水果等，
神奇的技艺让1500多名观众大为赞叹。

安仁“元宵米塑”也叫“琢鸡婆糕”，
是用米粉捏造成各种动、 植物模样，再
用中草药制成的各种颜料点缀，蒸熟制
成“米塑”。 这一独特的民间工艺美术，
是当地人自发形成的民间文化风俗习

惯，已流传了上千年。
为了传承并发扬这一民俗文化，从

2010年开始，安仁县在陶艺大师周国桢教
授大力支持下， 每年举办一次米塑大赛。
今年这届比赛中，有来自全县各地的80多
名“米塑”技艺爱好者参与，有的是三代同
堂齐表演，有的是兄妹搭档展绝活。

“哇，这个‘喜鹊迎春’好漂亮啊！ ”
比赛开始5分钟后，选手肖义捷就第一个
捏出了一个形态可爱的小喜鹊，模样可
人，赢得了围观人群的一阵喝彩。 据了
解，来自城关镇北郊村的肖义捷是一位
老米塑艺人，带着儿子、孙子等一家6口

人都来参赛。
现场各位选手都使出浑身解数，制

作出了一幅幅五颜六色的作品，有栩栩
如生的12生肖，还有艳丽夺目的花篮、活
蹦乱跳的金鱼等等，作品多达1000多件，
看得人们眼花缭乱。

安仁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建球告诉记
者，安仁“米塑”去年被列为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 这一传统文化除孕育了著名动物雕
塑艺术家周轻鼎、陶艺大师周国桢等一代
知名艺术家外，还带动了很多青年从事艺
术创作。 目前，该县在中央美术学院、清华
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等知名院校深造
的学生就达20多人，他们的艺术爱好均起
源于儿时学习“米塑”。 相信有这么一大批
爱好者、传承者，安仁“米塑”文化一定能
进一步发扬光大。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
员 陈曦）正月十五闹元宵，在传统春节
节日的最后一天， 不少长沙市民选择走
出家门去享受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长
沙各大公园景区也推出了丰盛的 “节日
大餐”。

品三湘特色小吃、看喷火、吞剑、杂耍
等民间杂技绝活……在长沙世界之窗，游
客除了继续逛“三湘大庙会”，还欣赏到了
精彩的“九龙闹元宵”。 9条形态各异的龙灯
在数十名舞龙人的手中翻江倒海， 龙中有
灯， 灯舞成龙， 为游客送上了一道道平安
符。

2月6日晚，烈士公园进入龙主题彩灯
夜。 21组大型龙主题的彩灯一一点亮，其
中最具看点的是设在南大门区域的龙腾
盛世、花团锦簇、星空长廊3个超大灯组，
灯内装有走马式旋转内灯可转动变换图
案。 另外，市民还可以看到十二生肖、动
漫卡通和龙身造型的特色彩灯。

又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王强）
今天上午，2012长沙市开福区元宵喜乐会

在千年古开福寺前拉开大幕， 数千名群
众冒着寒冷前来看戏、赏灯、祈福、吃元
宵、猜灯谜，欢乐的笑声似乎将寒冷也冲
淡了不少。

祈福、赏灯、游乐、公共大舞台、美食
鉴赏、逛庙会街市……多年来，开福寺元
宵喜乐会已经成为长沙市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 今年又增添了万
人同写“福”及“福满星城”购物消费节10
万元大奖开奖等活动。 在活动现场，一面
长4米、宽3米的祈福墙，给市民写下万款
“福”字，以表达对国泰民安的共同祝愿，
寄托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又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湛果）
今天上午天心区在历史文化街区太平街
举办“龙狮欢舞闹元宵”活动，邀请空巢
老人、外来务工人员、文化志愿者及市民
群众现场看戏闹元宵。

闹元宵活动汇集了天心区群众文艺
团队的精彩文艺节目，并穿插舞龙舞狮、
打腰鼓、猜灯谜等一系列传统元宵习俗，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雷越毅 石科圣）2月6日晚7时正，
随着一声声巨响，在益阳市城区资江一桥
至三桥的江面上，数百发光柱烟花急速腾
空，绽放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市委市政府
向全市人民拜年”的大型字幕，一场大型
音乐焰火晚会拉开帷幕。

缤纷的焰火、绽放的礼花、悠扬的乐

曲，把该市闹元宵活动推向高潮。 近10万
市民共享了这场视觉盛宴。

益阳市委、市政府精心组织今年“欢
乐元宵、和谐益阳”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据
了解，元宵节当天，除了音乐焰火晚会，益
阳市还在益阳茶业市场广场等8个地点举
办了文艺展演、灯谜竞猜和社区文艺表演
等活动。

李光华 徐荣 陈冠军 张金波
赵风华

唢呐震天响， 祝福当空飞。 2月6
日上午， 在湘潭县城的白石广场上，
数十支 “石鼓·青山” 唢呐伴随着喧天
的锣鼓同时奏响， 盛大的演出阵势、
高超演奏技巧和欢快悦耳的旋律， 引
得群众争相而来， 偌大的广场顿时变
成了一个喜庆热烈的激情海洋。

吹响的是唢呐， 寄寓的是祝福。
演奏石鼓·青山唢呐的尽管都是来自
偏远山村的古朴村民， 但他们演奏起
来却一点也不马虎： 曲调清悦婉转，
节拍铿锵激昂， 令人怦然心动， 酣然
陶醉。

湘潭县当天的活动中还包括龙狮
表演和彩车游城、 广场群众文艺表演、
美食一条街、 现场赠写对联等7大内
容， 有近20万的群众参与了活动。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彭萍）“没想到我的心愿竟让医
院的叔叔阿姨记在了心上，今天终于
实现了。 ”14岁的蓉蓉不幸患上了霍
奇金淋巴瘤，今天收到了肿瘤医院送
出的一份节日惊喜，不仅养父母和生
父母一起在病房陪她度过温馨的元
宵节，晚上还能到湖南卫视现场观看
“元宵喜乐会”，她说这是自己最快乐
的一天。

省肿瘤医院院长刘景诗介绍，今
年元宵节医院不仅将病房布置得喜
庆，为患者准备了元宵礼券，还特别
为14岁的蓉蓉送上了一份节日礼物。

8个月大时， 蓉蓉就被重庆的生
父母遗弃，由长沙市望城区的养父母
抚养成人。 3年前，蓉蓉被查出患上霍
奇金淋巴瘤。 为了给养女治病，这个
农村家庭债台高筑， 年过6旬的养父
母甚至准备把家里的房子卖掉。 得知
蓉蓉的遭遇，省肿瘤医院曾组织专家
多次前往蓉蓉家中，还送上了4000元
的“生命关爱”慈善基金。 一次聊天
时，蓉蓉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湖南卫
视主持人何炅、 谢娜等见上一面，说
者无意，听着有心，医护人员特地在
元宵节为蓉蓉安排了“圆梦”活动，还
将她的生父母、 养父母一起接到医
院，鼓励她战胜疾病。

据悉，经过12次化疗，蓉蓉病情
恢复得不错，只要坚持治疗，好转的
希望还是很大的。

本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谭林芳

“火树枝柯密，烛
龙鳞甲张。 ”元宵之夜，
地处湘赣边界的炎陵县
十都镇就像花灯的海

洋。 镇上的
“客家老街”
与不远处平

行的桃源大道，均被装点得火树银花，有引
人瞩目的龙灯狮灯闹春， 也有客家畲族轻
歌曼舞……这是该镇“火星龙”传人李建成
牵头主办的民间传统灯会艺术节。

唐泽华副镇长向记者介绍，十都民间
元宵灯会传统上一直叫“摆灯”，不仅家家
户户制作并悬挂花灯，而且有专业班子前
来传承表演炎陵特有的“三人龙”艺术，意
在“龙腾圣地”、“祥龙闹春”，祈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正说着，只见3组“三人龙”从人山人海
中跃出，一番扭绕、穿梭、转翻、钻窜，直至
跳上早已预备好的4张叠起来高达数米的
八仙桌上。 舞动之处焰火飞腾，繁星点点。
镇文化站陈朝希站长介绍，这是“三人龙”
中的“火星龙”，舞动起来尽管火星四溅，但
溅到舞龙人的身上却“毫发无伤”，让人称
奇的“火料”制作现在只有领舞的“火星龙”
传人李建成知道。

“三人龙”的文化习俗与炎陵为“龙祖之
地”密不可分。 华夏子孙尊中华始祖炎帝神
农氏为“龙祖”，传说上古时代，炎帝为教先
民不受野兽病虫侵害，组织大家三五成群在
夜晚田间举着艾草火把驱虫害，之后发展成
了炎陵独具畲族舞文化特质的“火星龙”，用
稻草扎成龙形，外裹红布或黄布，拴上铁丝
网兜，内装炭球和辅助材料，点燃后随风起
舞。 进而形成了包括布龙、香火龙、草药龙、
竹叶龙、竹筒龙、板凳龙等系列品种的“炎陵
三人龙”，并模仿龙的喜、怒、哀、乐各种情
绪，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报2月6日讯 （通讯员 王明义
简云勇 龚文君 ） “元宵佳节喜洋
洋， 城乡红灯齐闪亮， 龙狮跳跃鞭
炮响， 老少求知猜谜忙。” 这是农历
正月十四、 十五， 临澧县组织的元
宵节猜谜活动的欢庆场景。

为丰富、 活跃元宵节群众文化
生活， 临澧县在安福丁铃广场、 官
停、 九里、 文家等8家大型文化广场
设立诗谜彩灯8000个 ， 通过主题灯
展进一步发掘临澧民间文化。 全县
参与元宵猜谜活动人数高达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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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院里汤圆甜

“我们的元宵也精彩”

震天唢呐醉煞人

江上焰火亮益阳

龙腾古镇春意浓

3省瑶胞庆佳节

医患同乐
癌症女孩迎来意外惊喜

临澧城乡
猜灯谜

多彩“米塑”乐安仁

福满星城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田贵学

人声鼎沸了条条街道、 彩灯透亮了整
座城市，狂野的龙灯、狮子灯锣鼓，悠扬的
花灯、阳戏丝弦，以及不绝于耳的欢呼声和
扑鼻而来的小吃香味， 足以让任何举步在
这座城市的人过足了眼福、耳福和口福。

时近午夜， 在张家界市城区的回龙
路、解放路、人民路上，20条龙灯、15个狮
子灯、65支花灯、25支腰鼓队以及张家界
阳戏剧团、阳湖坪新建剧团、桥头乡木偶
戏剧团等2000多人组成的文艺演出队伍
表演正酣，20多万当地群众和中外游客还

在津津有味观看。
“我们90米的巨龙原来只有一条，全

部是村里的男人们舞的，去年建党90周年
到长沙、韶山出尽了风头。回来之后，村里
的妇女们很不服气，硬要组建一支女子龙
灯队，现在全村有了长江、黄河两支龙灯
队，这次都来闹元宵了”。永定区尹家溪镇
马儿山村支部书记庹吉安当着记者的面，
很是得意地说：“全村男女老少舞龙灯的
人现在已经达到132人”。

说话间， 只见两支龙灯的龙头时而高
昂，时而俯卧龙身，时而摆出“庆元宵”的造
型，时而舞出个“龙”字，时而舞成个“山”字，
让马路两边的市民和游客欢呼不已。

长江黄河舞蹁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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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 2月5日， 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中山西路社区小朋友们为自己的
家长端元宵吃。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图④ 安仁米塑。 李秉钧 摄

图③ 2月5日， 长沙市天心区学院街道文庙坪社区,居民们欢聚一起猜字谜。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图① 2月6日晚，许多市民在火宫殿元宵庙会上参加“踩高跷”游戏。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图② 2月6日， 在长沙开福寺元宵喜乐会现场， 龙狮狂舞闹元宵。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