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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家训格言]
做人顶天立地，读书学以致用。

[家教故事]
一股浓浓的墨香，飘荡在书斋里。
3月20日下午， 记者如约来到吉首

市老城区的金源小区， 走进全省文明家
庭黄长龙家。 黄长龙父子俩有一个共同
的书斋———“不隐斋”， 黄长龙正在他的
创作室， 着手书写著名作家蔡测海近日
撰写的《腊尔山赋》。

此时，儿子黄挺正在电脑上创作他的
长达30万字的第二部长篇历史文化随笔
《汉灵》。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文化随笔《头
颅中国》，在2014年的鲁迅文学奖评奖中，
杀入第三轮，并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书斋由黄挺取名，由黄长龙书写，刻
在一块巨大的原木板上， 挂在书斋门框
上方。

56岁的黄长龙去年已从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文物局局长岗位退休。 31岁
的黄挺， 现在是自治州民族文艺理论研
究所骨干研究人员。 父子俩最大的共同
特征， 就是满脸络腮胡子。 略为不同的
是，黄挺络腮胡青幽幽的，而黄长龙的络
腮胡夹杂着些许白色。

行伍出身的黄长龙少言寡语， 惜字
如金：“家里对黄挺小时候的教育， 言传
与身教并重，言传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平
等的对话与交流。 ”

黄挺从他的书房中，拿出一本发黄的
《现代兵器大观》，告诉记者，这是他1992
年6岁刚读学前班时， 他父亲领他逛书店
所买的第一本书。 当时进书店后，父亲告
诉他，由他自己去挑选书籍，买自己感兴
趣的书，于是他就买了画有坦克、飞机等
图片的《现代兵器大观》。

黄挺成长的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
社会上各种兴趣班特长班兴起的时候。

黄长龙晚上进行书法创作时， 就把黄挺
叫到身边，叫他认真看。有时，黄挺看着、
看着就睡着了；有时爬在窗户上，看小伙
伴玩耍。 黄长龙感觉到儿子对书法没有
兴趣，于是干脆叫儿子与小伙伴们去玩。

学前班结束的那个暑假， 文化系统
的一位同事办绘画班， 院子里的小伙伴
们都报名参加，黄挺也报了名。 结果，一
个星期后，黄挺就不再参加了。

黄长龙后来发现， 每次带儿子去书
店，儿子总是很安静地阅读，并很有主见
地选择自己想买的书。几乎每个星期，父
子俩便同逛书店，各自买书。一晃20多年
过去了，父子俩的藏书已达4000多册。

黄挺早早地就记住了父亲“学以致
用”的教导。

高一第二学期入学后， 班主任老师
按例布置全班同学写新学期的打算。 班
上同学都很认真， 多的写了3页作文纸。
可黄挺在“新学期打算”的标题下，只写
了5个字———争取前十名。老师自然是怒
不可遏，将黄长龙叫到学校进行批评。可
黄长龙回到家， 并没有声色俱厉地对待
儿子，而是和颜悦色地问他为何只写5个
字。 黄挺告诉他，第一学期期中和期末，
在班上排名都是10多名，所以“争取前十
名”就把新学期的打算写完了呀，写得再
多，成绩没提高又有何用呢？

黄长龙对儿子的身教， 就是长期以
来， 自己总是在家里读书和进行书法创
作。“耕读传家呀。 ” 黄长龙感慨地说。

谈起《汉灵》的创作，黄挺告诉记者，
《汉灵》目前已写20多万字，边创作边打
磨，创作在有条不紊进行着。《头颅中国》
写的是先秦，《汉灵》则写两汉，两者客观
上存在一种脉络关系， 但对两个历史阶
段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谈到获得的全国“书香之家”等许多
荣誉， 黄长龙谦虚地说：“我和儿子是在
书香墨香中一同成长的， 父亲也需要成
长，父亲成长给儿子以榜样，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 ”

[记者感言]
采访黄长龙父子， 是一件很轻松愉

悦的事。 黄长龙作为一个有着相当高知
名度的书法家， 其语言的幽默在文化圈
子里也是出了名的。 父子俩如兄弟一
般亲近，儿子也不时地给父亲一个幽默，
更添情趣。

在幽默中，父子俩相互学习，共同成
长。黄挺创作长篇历史文化随笔，被学者
们称为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但他对
早早成名有着清醒的认识，不骄不躁，依
然如父亲一般每天在认真地读书， 陶醉
在写作的世界里。

走近你，天上的云
———写在世界气象日到来之际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千姿万态的云， 牵动了人们多少遐想和诗情。 每年的3
月23日为世界气象日， 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 观云识
天。 省气象局在气象日到来之际举行了丰富的气象科普活
动， 包括科普讲座、 摄影大赛等。

3月22日， 气象专家接受记者专访， 带大家走进云的世
界。

春夏多积雨云， 秋冬多层云
“云是天气现象的摇篮。” 在世界气象日即将到来之

际，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蒂瑞·塔拉斯发表致辞阐释了
“观云识天” 主题。

佩蒂瑞·塔拉斯说， 云在调节地球能量平衡和天气气候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理解和认识云， 对于预报天气、 模拟
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预测可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

观云识天的第一步， 就是要认识云。
云的首次分类， 是由19世纪初居住在英国的业余气象

学家卢克·霍华德进行的， 霍华德确定了云的三大属或类
别： 积云、 层云和卷云。

省气象台预报员杨云芸详细解读了这三种形态的云：
积状云， 平平的底部， 臃肿胖胖的， 就像棉花糖； 层状云，
个头庞大平铺天空， 像毯子一样； 卷状云， 条纹状， 云层
通常不厚， 且细致而分散， 呈现一丝丝的、 具有纤维组织
的云彩。

当然， 现代气象学将云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 包括三
族十属二十九类。

“按照云的底部距离地面的高度， 将云分为低、 中、
高三族，” 杨云芸介绍， 低云族有积层云、 积云、 积雨云、
雨层云、 层云， 中云族有高层云和高积云， 高云族有卷云、
卷层云、 卷积云。

杨云芸举例说， 在湖南， 春夏之交多积雨云， 尤其是
夏天， 热力条件比较好， 积雨云出现较多， 积雨云很高很
厚， 产生的降水多为阵性降水， 降水量大， 降水范围集中，
容易致灾； 而秋冬季节则层云居多， 属于系统性降水， 持
续时间长， 降水量短时间一般不会太大。

现代气象预报， 远不止观云识天
千百年来， 智慧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根据云的形

状、 来向、 移速、 厚薄、 颜色等的变化， 总结了丰富的
“看云识天气” 经验， 并将这些经验编成谚语， 如“天上钩
钩云， 地上雨淋淋” “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等。

湖南省气象局总工程师、 省气象学会理事长汪扩军说，
这些谚语经过了人们长时间的观察与验证， 是宝贵的经验
总结， 以之作为日常生活中一种观察自然的方式， 会让我
们更多地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那么， “观云识天” 靠谱吗？ 汪扩军说， 云的产生和
消散以及各类云之间的演变和转化， 都是在一定的水汽条
件和大气运动的条件下进行的。 人们看不见水汽， 也看不
见大气运动， 但从云的生消演变中可以看到水汽和大气运
动的一举一动， 因此云是未来天气演变的主要征兆之一，
可以作为预报天气的依据。

但是现代的气象预报， 远不止“观云识天” 这么简单。
汪扩军说， 借助现代化的气象观测手段， 我们能更清晰地
观察到大气的运动， 更直观地了解云状、 云量、 云高， 并
对云的变化、 微观特征等进行数值模拟研究， 从而作出更
准确的判断。

岭上白云多， 何不共怡悦
“纵观多个世纪， 很少有像云一样激发出了如此众多

的科学思想和艺术内涵的自然现象。”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佩蒂瑞·塔拉斯在气象日致辞中如此说。

云的抽象与变幻启发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法国著名
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管弦乐 《夜曲》 之“云” 就成为印象
派音乐中的杰作之一。 在我国的古诗中， 云的意象总含有
着隐逸之意， 如：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山中何
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等。 在现
代社会， “云” 还指一种无形空间， 其内蕴藏着互联网资
源和数字化资料， 如“云计算”。

很多人对天空中的云着迷， 摄影师更是孜孜不倦地将
云作为拍摄对象， 让“岭上白云” 与众人同分享共“怡
悦”。 为响应世界气象日主题， 省气象局举办了“守护那片
蓝” 天气拍客摄影大赛， 4月5日前为征稿阶段， 如果你有
得意的天气风景照片， 不妨通过微信传送给省气象局微信
公众号“湖南天气” 参与比赛。

春雨绵绵， 让人无比想念蓝天白云， 下一个晴天里，
一定要好好端详一朵云。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继共享单车扎堆进驻后， 共享汽车
的旋风也吹到了长沙。 3月22日，长沙先
导快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长沙召开媒
体见面会， 宣布年内将在长沙投放新能
源分时租赁汽车5000辆以上，建成分时
租赁站点超过100个。“下单开车、停车
走人”，一种智慧、绿色的新出行方式悄
然走入人们的生活。

每小时20元，任意站点可还车
长沙市潇湘北路渔人码头， 十几辆

白色新能源分时租赁汽车整齐停靠，吸
引来往市民的目光。

在现场工作人员指导下，记者抢先体
验了一把“共享汽车”。下载“先导出行”手
机APP后， 需填写资料注册并上传身份
证、驾驶证、手持身份证等照片进行实名

认证，通过审核后，就近找到用车点，根据
页面上显示的车型、车牌号码、续航里程
等车辆信息，选择好车辆、租赁模式后轻
点“开门”按钮，车门便会解锁，整个操作
过程用时不到5分钟。

记者现场体验发现， 不同于普通燃
油汽车， 这种新能源时租车在操作上与
普通汽车无异，其配备的“一键启动”功
能简单便捷。在启动、运行中，车辆平稳、
安静，且瞬间加速良好，除了在环保方面
绿色、节能，在驾驶舒适性上也给人一种
全新的驾驶乐趣。

从车辆解锁起，APP将开始计费。 以
基本车型为例，目前先导快线新能源时租
车的收费价格体系暂定为起步价10元（5
分钟之内免费）， 半小时后按照每小时20
元的标准以分钟计时收费，同时推出99元
过夜套餐、159元日租套餐及420元周末
游套餐等多种实惠选择。车辆使用中所产

生的费用将在1500元押金（含1000元车
辆押金、500元违章押金）中统一扣除。

结束行程后， 无需将车开回取车站
点，就近在任意站点都能完成还车，使用
非常方便。 据工作人员介绍，先导快线新
能源时租车基本车型的续航里程约为180
公里， 且公司在每个站点都将配建充电
桩，用户无需考虑停车、充电等问题。

年内新增5000辆
上海“Evcard”、杭州“左中右微公

交”、重庆“盼达用车”……近年来，在国
家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战略下， 大批新
能源汽车分时租赁运营企业涌现， 极大
地方便了当地市民出行。

据了解，在长沙，先导快线已投入新能
源时租车300台，分布在绿地中央广场、渔
人码头、汽车西站、湿地公园和洋湖景园5
个站点；“位位用车” 共享汽车项目已运行

一个多月， 即将在保利国际试运行第二个
网点； 省国家低碳技术交易中心与上汽旗
下共享汽车品牌或将在两个月内签订合
同，将共享汽车项目引入长沙高新区。

“共享汽车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市民
出行难、打车难、停车难。”长沙先导快线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余莉莉认为，
共享汽车运营的关键在于网点和车辆，
要让市民出门有站点租车， 到达目的地
后有站点还车。

她介绍， 今年公司将在长沙投放车
辆超过5000台，建成分时租赁站点超过
100个，涵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企业
园区、重点商圈、住宅小区等市民出行频
率最高的地点。“十三五”期间，计划在全
省投放1万台新能源车、 建设8000个充
电桩、4个公交充电站、600个分时租赁
网点，并介入公车改革、网约车、特种车
等领域。

共享汽车如何真正实现共享？ 余莉
莉表示，除了增设网点和车辆，还应以车
联网为核心，在站点、充电桩、车位等方
面共享，实现“车、桩、位、网”一体化，创
建“湖南人自己的智慧绿色出行平台”。

月桂聊天书香墨浓，父子同成长

长沙年内新增5000辆新能源分时租赁汽车，“车、桩、位、网”一体化运营———

“共享”又来了，这次是汽车

齐 有道 百
姓
篇

编者按

� � �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良好
家风的形成离不开正确的家教。 “齐
家”， 是每个家庭的必修课。 古人说：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从今
天开始，本报推出“齐家有道”专栏，选
择我省部分文明家庭， 报道他们在家
教方面的一些好传统、 好经验、 好做
法，以促进社会更加注重家庭建设，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家教美德。 敬请关
注！

3月21日， 湘西经开区标准厂房建
设项目工地， 工人在进行钢结构框架焊
接施工。 为加快推进创新创业， 吸引企
业入驻， 完善产业发展， 今年， 该区采
取鼓励企业自建、 政府统一建设等多种
形式， 计划新建3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张术杰 刘振军 摄影报道

建厂房 引凤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