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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小雨转阵雨 6℃～11℃

吉首市 小雨 6℃～11℃
岳阳市 中雨转阵雨 5℃～11℃
常德市 阵雨转小雨 5℃～11℃
益阳市 阵雨 5℃～11℃

怀化市 小雨转阴 6℃～12℃
娄底市 小雨 5℃～11℃
邵阳市 小雨转阵雨 5℃～11℃
湘潭市 小雨 5℃～11℃

株洲市 小雨 5℃～11℃
永州市 小雨 6℃～12℃
衡阳市 小雨 6℃～12℃
郴州市 小雨 8℃～13℃

今天，阴天有小雨
明天，阴天转小雨
北风 3~4级 5℃～9℃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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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肖军

同是扫墓祭祖，选择的方式却不一
样， 靖州许多市民采取植树献花发微
信，倡导文明扫墓新风尚，令人欣喜。

传统需要传承和创新。清明节祭
祖扫墓，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
是记住乡愁的一部分， 应予永久延

续。但也须对这一古老的习俗进行创
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烧香放炮，
污染环境，极易引发火灾，甚至危及
生命，这种方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
放弃，这是文明、时尚的标志。

靖州文明扫墓，不变的是对逝去
的先人永久的思念，变化的是用文明
的方式和优美的环境来告慰先人。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杰华 唐涛

“送您一支鲜花， 请把火种留
下。”4月6日，在靖州江东管委会渔滩
村几个进山路口设立的“文明祭祖宣
传站”， 许多扫墓的市民听了志愿者
的宣讲后，放下了手中的鞭炮、烧纸，
从志愿者手中换回了鲜花。

“花瓣纷扬清明至，思念亲人踏
春来。”今年清明节，靖州许多扫墓群
众一改往年烧纸钱香烛和燃放烟花
爆竹的习惯，选择了“植树祭亲人”、

“献花表哀思”、“网上祭英烈”等方式
缅怀故人、祭奠祖先，文明祭祖渐成
风尚。

献上“缅怀花”
4月5日一大早，靖州的许多鲜花

店生意红火，不少市民争相前来购买
鲜花。市民蒙昌祝每年都要带着儿孙
们扫幕。与过去不同的是，他这次却
没有买香烛纸钱， 而是来到了鲜花
店。

“往年上坟都是烧香烧纸，今年
我们采取文明的方式。” 蒙昌祝笑着

对记者说,“上山点爆竹、 烧香烛不环
保，还容易引发火灾，我们响应政府
在电视台和网站上的倡导，手捧鲜花
来祭祖，安全又环保。”

“这几年的清明节，鲜花是越来
越好卖，除了传统的菊花，最近店里
制作的花圈也变得十分俏销。” 鲜花
店老板杨珊谈起这几天火爆的生意，
笑得是那样甜。

杨珊告诉记者：“以前只有机关
单位到革命烈士纪念碑瞻仰时才会
买花圈， 今年个人扫墓也选用花圈，
这几天店里供不应求，花圈都是连夜
赶着做出来的。”

栽下“忠孝树”
同是祭祖，大堡子镇从事园林绿

化育苗的张绪高则选择在祖坟旁边
挥锹培土， 栽下了两棵苍翠的松柏。
为了倡导文明祭祖新风尚，作为志愿
者的他， 决定在今年清明节期间，免
费为扫墓的靖州市民提供“忠孝”树
种，唯一的条件是要将栽下的忠孝树
照片发给他看。

“柏树代表万古长青，这既是对
先人的祭奠怀念，也能为墓地增添绿

色。”4月5日， 靖州一中老师张
霞来到张绪高的苗木基地，领
取了两棵柏树， 带回奶奶墓地
栽种。

退休老干部贾仁德是该县
文明祭祖的先行者， 他对记者

说，烧香放炮，污染环境，极易引发山
林火灾，在坟前栽棵树，同样可以缅
怀先人。20多年来， 老贾每年清明节
都带回一些名贵花木树种上山栽植，
如今他家的祖坟山上一片郁郁葱葱，
罗汉松、红豆杉、银杏树……大的胸
径已达20多厘米，树下还有黄色的迎
春花、红色的紫荆花争相绽放。

贾仁德的孙子、靖州一中高二学
生贾隽永在墓前植树时说：“作为90
后，我们更应该自觉远离陋习，文明
扫墓， 让清明节变得真正‘清明’起
来。”

编织“思念网”
除了到墓地去献花栽树，还有很

多群众选择通过网上祭祖站点，点
烛、点歌，留言追思。

在靖州工作的湖北小伙子陈帅
说：“回家祭祖来回车马劳顿，我用网

络祭祖的方式表达哀思， 新潮又简
单。” 他给去世不久的外公制作了一
个主页，点开网页，不仅有写给外公
的思念文章， 还有很多照片和小视
频，生动地再现了外公的音容笑貌。

“我给所有的亲人都发送了链
接， 他们在老人家的坟前点开网页，
就可祭奠亲人。” 小伙子还有一个新
奇的想法，就是在外公的墓碑上刻上

“二维码”，以后清明去扫墓，只要拿
着手机在墓碑上扫一扫，就能通过网
页再次看到老人家的音容笑貌。

在靖州，和陈帅有同样想法的人
不少。4月5日早上， 在县网宣中心工
作的覃雪莲一打开微信就发现，两条

“微信祭奠英雄吴才伟”和“微信祭奠
总装某部军官黄亮”的“微祭奠” 已
经刷爆了她的朋友圈， 点开微信页
面，满屏满屏地都是对两位靖州本土
英雄的怀念与祭奠。

靖州清明祭扫之“变”———

栽下“忠孝树”，献上“缅怀花”

“变”与“不变”■短评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王 芳 戴德明

“清明”的前一天，泸溪县潭溪
镇山中云雾缭绕。上午，两个头戴橘
黄色安全帽、身着红色马甲服、斜挎
着米黄色工具包的青年人， 深一脚
浅一脚地向溪边一栋单独木屋走
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老人家，家里用电还方便吗？”
原来， 他们是国家电网泸溪县电力
共产党员服务队的两名成员， 这次
再次来到富家溪检查线路。

“感谢你们，让我们家通了电，
圆了我们好几十年的念想。”屋前的
坪场上，80岁的杨天送激动地说，声
音略显沙哑。

举目四望， 深山里唯此一栋孤
零零的小木屋， 单家独户地住着杨
天送老两口。

这个地方名叫富家溪， 距潭溪
镇栏木冲村有6公里，离最近的乡镇
白洋溪乡场上也有5公里远，是两个
乡镇交界之地，四周都是深山。木屋
前有一条30多米宽的小溪流， 四季
溪水不断，溪边有个水碾子。

两位老人户籍属于潭溪镇栏木
冲村，已在这里住了60多年，多年也
没能通上电。村干部动员他们搬家，
可老人在山里住惯了，不肯动。

近年， 老两口儿女们都在广东
打工。二儿子5年前回家给父母买了
一部手机。因家里不通电，还特意买
了一部太阳能手机专用充电器。

国网泸溪县供电公司知道了这
件事。为了给两位老人送上电，县供
电公司积极向上争取，为这一户农民
通电。今年初，他们先后投入15万余
元，新建了1千米10千伏高压线路，新
安装一台30千伏安变压器， 还新建
300多米400伏配电线路，翻山越岭，
终于将电送到杨天送老两口家里。

自从家里有了电， 老两口再也
不用点煤油灯了， 二儿子还说要从
广东给父母买台电视机。

“十几万元的投入，我们公司不
可能收回成本。”两位“红马甲”电力
工人介绍说。 他们免费整理了电
线，检查了变压器、电杆，还给老人
讲授了好些家用电器使用方法。

“感谢你们送光明，也请尝尝我
们刚买的电饭煲煮的饭。”老婆婆虽
然年过八旬，说起话来，语速挺快，
执意要留两个师傅吃饭。

两位“红马甲”硬是不肯，喝了
几口山后的山泉水， 提起工具包摆
摆手走了。

天已擦黑。“咔嚓”一声，老翁按
下开关，在莽莽深山里，灯光显得格
外明亮。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魏胜

4月6日上午,春寒料峭，汨罗市
桃林寺镇大托村北塘渠堤上， 村民
们兴修水利的场面热火朝天。 工地
上，一位年近70的老爹爹喜笑颜开，
他告诉记者：“要为书记和镇长点
赞，这条烂泥沟‘因祸得福’，有望变
为‘幸福渠’了！”

老爹爹名叫张世三，2013年2
月，他和5名“种田老把式”动员村民
将山、田、水面充分利用起来，成立
了汨罗首个土地专业合作社， 发展
规模种植。去年底，社员们自筹资金
近30万元，用于北塘整修扩容，但由
于资金存缺口，1000多米的沟渠修
整被耽搁下来。

“北塘下游有400余亩农田，沟
渠不修整遇雨遇旱就会出问题。”3
月25日，突降暴雨，北塘水位暴涨，

北塘渠内流量猛增， 渠堤被冲毁约
50米，社员的担心成了现实。张爹再
三犹豫， 试着找镇党委书记周振和
镇长凌红权报告“灾情”。

“当天中午周书记就来了，还带
来了水利技术人员！” 张世三回忆
说，现场察看了“灾情”后，技术人员
建议，北塘渠必须立即修复，最好还
要加宽。“干脆再铺设水泥预制构
件，一劳永逸，大家都来想办法！”周
振的话，让社员们兴奋不已。可钱从
哪里来呀？“你们先搞， 政府以奖代
投，奖励5万元！”在外学习的凌红权
给张爹打来电话， 社员们吃下了定
心丸。

连日来，社员自觉筹资投劳，干
劲十足， 一条崭新的水渠也初现雏
形。“工程一到位， 我们就可放心扩
大种植规模， 社员又可增收啦！”张
爹赞叹说，“党的政策好， 基层干部
得力，我们农民才更有盼头！”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张前宝 罗正康

“江师傅，小心烫手！”4月6日，桂
东县清泉镇江秋桂茶厂里，玲珑茶传统
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江秋桂忙
着给鲜叶杀青，旁边挤满了观众。在近
200摄氏度高温的砂锅里，一双手快速
翻炒着茶叶鲜叶。

五六分钟后， 江秋桂将茶叶取出，
放在簸箕中挥发水分，手工坊里飘散着
阵阵茶香。“这只是手工制作玲珑茶的
杀青和清风环节。” 江秋桂说，杀青时，
锅内温度需达到180摄氏度以上，如果
力道掌握不好、方法运用不当，很容易
烫伤手。

江秋桂家世代种茶，家里有250余
亩茶园，每年可产玲珑茶1000余公斤，
他17岁出师制茶， 是家族里第三代手

工制茶传人。2012年6月， 玲珑茶传统
手工制作技艺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江秋桂茶厂也成了传承基
地。

“你这么反复搓揉，茶叶不就损坏
了吗？”一位观众满脸疑惑。

“这是揉捻，是让茶叶慢慢紧缩起
来，力度把握很重要。”江秋桂说。只见
他一压一翻一揉，圆滚细长的鲜叶变成
了暗绿色扁长状。

“茶叶越来越香了， 江师傅好手
艺！”邻居郭远明声音洪亮。

“杀二青到初干就是要进一步给茶
叶提香，使茶叶口感更好。”江秋桂边炒
边说。

“你们看，小巧玲珑，如环似钩，玲
珑茶做好喽！”游客黄成斌激动地说。

“经过整形和提毫，玲珑茶基本形
状虽然出来了，但要喝上正宗的手工玲

珑茶，还要摊凉和足干！”江秋桂微笑着
说。

“从采鲜叶后摊青，到杀青、清风、
揉捻、杀二青、做条、初干、整形、提毫、
摊凉，到最后足干和包装，手工制作玲
珑茶共有12道工序。”江秋桂的女儿江
小梦在一旁介绍，手工制茶最重要的是
静心，要用心感受、恰到好处，才能制出
好茶。

谈笑间，“秀色可餐”的纯手工玲珑
茶诞生了。江秋桂抓起一小撮，轻轻一
闻，细细一看，会心一笑，一种满足感、
成就感跃然脸上。

“喝茶喽，大家快来尝一尝。”江
小梦端上几杯热腾腾的玲珑茶 ，茶
香扑鼻而来， 大家纷纷迫不及待品
起来。

“真香”、“真纯”、“好茶”……掌声
和称赞声一片。

专线架到八旬老汉家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通讯员 熊学
范 记者 左丹） 长沙市望城一中的高二
学生易秒，最近感到特别温暖。家境贫困
的她3天前收到了望城区教育基金会发
放的800元资助款，为她上学解了燃眉之

急。今天，记者从长沙市望城区教育基金
会获悉，今年以来，该基金会已发放78万
元助困资金，资助了1249位贫困师生。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好学。自
今年1月起，望城区教育基金会积极组

织开展“温暖2015·爱心助困”活动，截
至3月30日，该基金会已下发78万元助
困资金，为望城区1014位贫困师生，以
及对口支教的邵阳市绥宁县的235名
贫困师生送去了温暖。

“烂泥沟”变“幸福渠”

记者在基层

玲珑茶里“玲珑心”

望城资助千余贫困师生

4月5日， 花垣县排吾乡董马村， 村民在忙着耕田。 清明时节雨纷纷， 当地农民抓住雨水充沛时节， 加紧
春耕生产。 龙恩泽 摄

泸溪县供电公司投入15万余元， 为僻居
深山的两位老人送去光明———

益阳18家公立医院
药品“零差率”销售
湖南日报4月6日讯（李礼壹 杨军 张伊

寒） 记者今天从益阳市有关部门了解到，现
在起，该市安化县人民医院、沅江市人民医
院等18家县级公立医院破除“以药补医”机
制，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并降低药品、高
值医用耗材、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

据了解， 益阳市按照省里有关要求，
积极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提升服
务能力。这次18家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
加成后所减少的合理收入，80%将通过调
整医疗服务价格，合理提高诊疗、手术、护
理、 床位和中医服务等项目价格弥补，其
余通过增加财政投入、 加强内部核算、节
约运行成本等方式解决。调整的医疗服务
价格，将纳入医保、新农合报销范围，不增
加患者看病就医负担。

工序12道，妙手制佳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