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罗正康）7月21日，记者从桂东县国土部门获悉，该县一座天
然石桥———齐云峰仙缘桥成功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
最”，被认证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生石桥。

据了解，仙缘桥是一座由花岗岩体构成的天然石桥，位
于海拔1427.8米的齐云峰国家森林公园齐云峰片区， 桥长
38.6米，其中跨度为25.93米，宽1.75至2.1米，厚2.5至4米，高
23.13米，桥板花岗岩体风化程度轻微，整体稳定性强，承载
力达到轿车通行标准。

仙缘桥也是过去桂东八景之一，又名相思桥、爱情桥、
情侣桥、仙女桥等。《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桂东清石洞，
在县南七十里， 有石桥长百余丈， 非人力所创， 名曰仙女
桥。”该桥桥面开始处光洁平整如刀切，中间段有一个大的
倾斜坡，桥两侧石壁上长满风屋草和茂密的杂树。深夜，微
风渐起，桥下有奏乐声，如钧天之乐。两岸古树浓荫，涧中泉
流潺潺，令人心旷神怡，故又称之为“仙桥天乐”。清代桂东
邑庠生黄由恭题联云：“天堑可填， 一桥架通南北； 地陇不
断，两岸连成任往还。”

桂东仙缘桥入选“基尼斯之最”
为海拔最高的天生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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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天有小雨
明天，中雨转大雨
南风 2级 26℃～32℃
张家界 阵雨转大雨 23℃～31℃

吉首市 中雨转大雨 24℃～30℃
岳阳市 阵雨转小雨 25℃～31℃
常德市 阵雨转小雨 24℃～31℃
益阳市 阵雨转中到大雨 26℃～31℃

怀化市 多云转中雨 25℃～32℃
娄底市 阵雨转多云 25℃～32℃
邵阳市 阵雨 24℃～31℃
湘潭市 阵雨 26℃～32℃

株洲市 阵雨 27℃～32℃
永州市 多云 26℃～33℃
衡阳市 阵雨 27℃～33℃
郴州市 阵雨转多云 26℃～33℃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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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肖坤

“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在沅陵县
深溪口乡，这种老观念完全变了。最近，记
者到该乡采访， 路上到处是鸡场指路牌。
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集镇， 农户家门口摆
满了装鸡的笼子和车子。

“全乡有50余户养殖大户，带动周边
乡镇发展养鸡户200多户， 年售鸡40万
只、收入近1000万元。在这条产业链上，
聚集了一群‘乡’创客。”乡长张芳兰说。

老党员进山养土鸡
从山上到山下1公里，一笼鸡重23公斤

左右，深溪口村的李枝其每次背两笼下山。
“这次卖的是今年第2批鸡，有2000

多只。”与李枝其见面时，他正在送鸡，山
路泥泞，一身汗水。

李枝其养鸡前开过木材加工厂、养过
羊。2011年，他只身扎进荒山养土鸡。养鸡
头两年遭遇禽流感，亏损10万多元。但他

不灰心， 去年打了一个翻身仗， 出栏鸡
6000多只，还帮别人代销3万只，赚回了
亏损的成本。

李枝其是老党员，热心肠。邻村村民
田学飞上山请教致富法子，他让人家跟着
学养鸡，一带3个月，分文不收。

去年底，田学飞技术到手，李枝其又
出面协调，帮他在山上租场地、搭鸡棚、订
鸡苗，还为他垫资。为方便照看，李枝其出
资1万多元，修了一条700多米长的山路，
将两个鸡场连接起来。

看着欢蹦乱跳的鸡群， 田学飞乐呵
呵。这个月，他的第一批鸡准备出售，李枝
其已帮他联系好销路。 田学飞告诉记者：

“我也是党员，明年回自己村干，村里人想
学技术，我免费教。”

小伙子借“互联网”创新业
25岁的向瑞与26岁的张鼎都是大学

生村官。去年底，县里鼓励干部创新创业，
他俩决定和乡兽医站站长张立平合伙养
鸡，办起了全乡第一个干部创业基地。

“我们用知识和智慧养鸡，带领群众
创业。”3个年轻人上网学习别人经验，买
回材料改装设施， 先给鸡棚安置饮水器，
接着换电灯泡和排风扇，通过温控开关调
节温度，后来又改进喂料器，最终实现喂
食、饮水、喂药、温控自动化。

自动化养鸡省时省力，鸡也养得好。三八
滩村养殖户张红英看了，学着安装新设施，今
年上半年售鸡2000余只，收入近4万元。

向瑞等3人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养鸡服
务店，从网上购进材料，上门免费帮村民
安装养鸡新设备，还为养鸡户低价配送药
品、饲料，包销产品，免费提供技术。

向瑞等3人养的第一批鸡出售后，赚
了3万多元。 目前， 他们养了第2批鸡，有
3000多只。

回头浪子闯长沙辟市场
在长沙打开“沅陵土鸡”市场，横

石村的张宏清、 张宏艳兄妹可算是开
创人。

2007年， 以前喜欢赌博的张宏清

浪子回头，和妹妹张宏艳一起，在村里养
土鸡。他们按生态方式放养，养的鸡肉质
紧、香味浓，每次送往县城都一销而空。

精明的兄妹俩“嗅”到商机，2012年牵
头成立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吸纳30多户
养殖户加入，注册了“横石土鸡”品牌。

2013年，兄妹俩到长沙发展，经营“沅
陵土鸡”，当年售鸡8万多只。

去年，兄妹俩与人合伙投资，在长沙
城区附近租280亩荒山养鸡。今年5月回到
沅陵， 在太常乡再租480亩山地养鸡。目
前，兄妹俩在长沙、株洲分别开了6家、3家
专卖店。

张宏艳告诉记者，前两天，深圳一家
叫“本来生活”的电商找到他们，准备洽谈
合作事宜。

“再有3天，
项目将全面完工”

———走进“红节”主会场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

“再有3天，项目将全面完工。这里将成为展示桂东厚重
红色历史文化的重要舞台。”7月21日，桂东县沙田镇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现场， 项目负责人高宏国信心十
足地说。

据了解，这个基地是2015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
节暨中国（桂东）休闲避暑节主会场。基地位于沙田镇大河
村，紧邻沤江，与第一军规广场隔江相望。基地规划面积114
亩，建设3栋总面积为9400平方米的主体建筑，以及可容纳
5000人活动的红星广场，配套建设停车场、亲水栈道、文化
长廊等，于去年7月开工建设，今年6月底主体工程完工。

项目现场，几十个工人正在抓紧做好扫尾工作。项目全
面进入扫尾，高宏国长舒一口气。他指着沤江上正在架设桥
面的钢架桥说：“节会期间， 第一军规广场连接我们这个基
地的游步道和钢架桥将投入使用， 游客能体验当年红军架
桥过河的感觉。”

沙田镇是我军第一军规诞生地。1928年4月3日， 毛泽
东在这里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对我党我军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
前，沙田镇军规广场、万寿宫、沙田戏台提质改造及布展工
作已全面完成。

蓝山发现一张
百元“错币”
多家拍卖公司均估价

百万元以上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黄曦）这两天来，家住蓝
山县三蓝社区的居民周先生心情有点小
激动，原来他在意外获得一张“错币”后，
有几家收藏拍卖公司给出了百万元的估
价！7月21日，香港跨国某拍卖公司与他
取得联系，在看了他的“错币”后表示，如
果上拍卖会可拍到160万元！ 这让周先
生惊讶不已。

今年38岁的周先生，是一个连号人
民币收藏爱好者。7月17日，周先生下班
回来后， 他来到妻子开的诊所里帮忙整
理收银柜里的钱，细心的他发现，一张面
值100元的人民币似乎跟别人的同一面
值的人民币不大一样。他认真一看，只见
这张人民币上有毛主席图像一面， 有两
处明显的错误，一处是“中国人民银行”
中的“国”字偏旁横侧钩下面多了一竖下
来； 另一处是毛主席头像的左眉额头上
出现一条长约1厘米的红线， 当中有一
点地方还是白底。

消息传开后，上海、香港等地多家拍
卖公司纷纷与他联系。 在看了他的“错
币”后，价格均出到了100万元以上，最
高的还出到了160万元。 但前期要周先
生出几万元的费用， 拍卖成交后还要收
取8%以上的佣金等， 周先生担心被骗，
均未作最后答复。

经当地银行工作人员验证， 该币为
真币。 出现这种人民币的原因是由印刷
时油墨分布不均造成的， 像这种人民币
严格来说，不应该流通出来，在市面上极
为少见。

沅陵破获特大 盗伐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8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苏春生 张一龙）7月21日， 沅陵
县森林公安局对外宣布， 经过120多天
日夜奋战， 该县官庄镇一起特大盗伐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告破， 涉案的12名犯
罪嫌疑人已有8人被依法刑拘、1人取保
候审、3人网上追逃。

今年3月9日，沅陵县官庄森林派出
所接到官庄镇沿途村一位村民报警称，
其责任山上有6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香楠（学名闽楠）被人盗伐。民警现场
调查发现，6株被盗香楠树龄都在50年
以上。 县森林公安局当即成立由局长挂
帅的专案组，通过仔细勘查、现场分析和
大量走访调查， 最终锁定了作案嫌疑车
辆和作案犯罪嫌疑人员。

6月23日， 沅陵县森林公安局将涉
嫌组织、策划第2次盗伐香楠的犯罪嫌疑
人李某某及涉嫌运输香楠出县的货车司
机谢某某抓获归案。6月29日，犯罪嫌疑
人邓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供述了
其伙同他人盗伐香楠的经过， 其同案犯
蔡某、向某某、邓某某、邵某某等分别于7
月上中旬陆续归案。

在沅陵县深溪口乡，50余户养殖大户带动周边乡镇发展200多养鸡户，年收入近1000万元———

漫山鸡鸣致富曲

外国志愿者支教新化山区小学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今天，一批外国志愿者来到新化县水车镇山区白源小学，开
展为期10天的英语支教活动。这批支教者共6人，他们是法
国的爱丽斯、英国的李倍佳、喀麦隆的奥德特、巴基斯坦的
穆罕默德、墨西哥的丹尼尔、津巴布韦的辛巴，均为在中国
留学的大学生。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向韬）长炮齐鸣，锣鼓喧天，泼
水声、吆喝声、欢笑声，此起彼伏。7月21
日， 张家界市土家风情园一片欢腾，泼
水舞龙、祭祖祈福，一年一度的土家“六
月六”民俗文化节，吸引了上万名土家
儿女和中外游客尽情狂欢。

土家“六月六”自明洪武年间一直流传
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极具民族、民俗、
历史和艺术研究价值，是探索土家族社会
历史变迁和繁衍生息的一部活字典。 农历
六月初六这天， 土家族人在土司城或摆手
堂前聚会，土司组织传统仪式祭祀土家先
民，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2008年，“六月六” 民俗活动被列为张家
界市级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祭祀现场，三声火炮响之后，鼓乐
齐鸣，龙凤旗队、梯玛队、祭品队、打溜
子队、唢呐土号队、九龙九狮队列队四
礼八拜、驱邪祈福、叩拜祖先。随后，千
人摆手舞、泼水龙表演，祈求来年风调
雨顺、百姓安乐。牛角齐吹后，土家儿女
和游客们奔向广场齐狂欢，相互泼水祝
福，气氛瞬间推向了高潮。

张家界万人狂欢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光平 唐建国

“耶-那 ，吾-那 ，阿那塞呀-依
呀……”7月21日一大早，江华瑶族自治
县大路铺镇、涛圩镇、大石桥乡、河路口
镇等，号称“三乡十八洞”的上万名瑶族
同胞， 来到该县大路铺镇将军庙广场，
唱起原生态瑶歌、打糍粑、包粽子，展示
瑶族服饰、瑶家八宝被、绣花鞋……共

同欢庆该县瑶胞传统的“尝新节”。
上午9时，70岁的瑶胞蒙长青欢迎

广大宾朋：“人杰地灵， 历史千年……”随
即，头戴土司帽、手持长鼓，身穿蓝衣黑
裤、腰扎红腰带的瑶家汉子，跳起原生
态长鼓舞，只见他们时而背鼓、举鼓，时
而跨步跳跃，生动地展现出瑶族同胞劳
动、生活的场景。

蒙长青向记者介绍：“上千年来，每
逢农历二月初一、六月初六，三乡十八

洞的瑶汉同胞都会来到这里对歌。六月
初六，正是一季稻、玉米等粮食收获的
季节。于是，大家在对歌的同时，共同品
尝新丰收果食，所以又称‘尝新节’。后
来，‘尝新节’成了瑶族男女青年谈情说
爱的佳节，因此，这一天被称为瑶族的
情人节。”

“长席宴开席了！” 中午12时30分，
记者看到，延绵一公里多长的桌子上，摆
满了琳琅满目的今年新收获的粮食，还
有瑶家苦瓜酿、茄子酿、辣椒酿等传统美
食。参加活动的1万多名瑶汉同胞，一道
尝新，共述民族团结的亲情，其乐融融。

喜过“尝新节”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通讯员 李焱华

7月21日,农历六月初六。泸溪县梁
家潭乡墟场小溪旁、树荫下、广场上，山
歌荡漾，让人陶醉。

“梁家潭是个好地方，街头街尾亮
堂堂。改革开放政策好，今日农民个个
强。”现年63岁的向秀翠，身着苗装，坐
在树荫下，正唱着苗歌。

“谁的歌唱得最好？”记者问。
“是陈秋富。她是我们的歌王。”向

秀翠说。
桥头上，花伞下，一位老人与一群

年轻人正在对歌。 这位老人就是陈秋
富。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精神矍铄，声
音动听。

陈秋富现年83岁， 是泸溪县洗溪
镇峒头寨人，从小爱唱山歌。砍柴唱，
放牛唱，插田唱，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长大后，她自编自唱，成了有名的苗歌
王。

她随口唱道：“脚踩长征二万五，拔
掉穷根栽富根。”“夫妇插秧兜对兜，兜

兜下面有泥鳅。泥鳅长大有人捧，阿妹
长大有人求。”

张生忠是陈秋富的徒弟，跟随师傅
唱了几十年。 他说：“师傅年纪大了，还
能即兴创作，出口成章。我边学，边整
理，家里已经有好几本山歌集了。”

59岁的覃朝晃也爱听爱唱。 这次，
他是专门从杭州回来主持“六月六”歌
会的。

每逢“六月六”，苗民聚集一起，唱
苗歌纪念秦后王，翻晒衣被，还有祈求
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意愿的跳香活动。

这次“六月六”活动，来自古丈、吉
首等周边县市的40多支民间文艺队伍
和数万名群众赶来参加。

苗歌声声颂太平

7月 21日 ，
张家界土家“六
月六”民俗文化
节开幕。

张明涛 摄

欢歌笑语“六月六”

衡阳“保家楼”对外开放
该市12处“国保”单位全面维修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蒋星
阳天舒）最近，衡山县明代碉楼建筑“保家楼”迎来了一批客
人，衡阳市成龙成章小学数十名师生来到这里，认真回顾、
学习历史。

“保家楼”是为保护家族免遭土匪和外族侵略而设的一
处防御性军事设施。在抗战后期，曾为阻击日军残余部队进
入村庄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去年3月，衡
阳市、衡山县两级文物局拟定保护维修规划书，衡山县投入
100万元启动“保家楼”维修工作。今年6月，修葺一新的“保
家楼”重新对外开放。

衡阳文物资源丰富，近年来，该市每年安排专项维修资
金，对全市47处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点进行了修
缮保护，给文物“披金戴银”。去年，该市启动了“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申报工作，申公馆、来雁塔、珠晖塔、船山书院等一
批文物修缮工程相继实施。目前，12处“国保”单位维修全面
铺开，40余处文物保护点列入了3年修缮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