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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
保障物资供应
确保安全过冬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周灵）今天，湘潭市政府召开
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紧急调度会，
要求各级各部门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紧密协作，形成合力，确保最大限度
降低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不利影响。

为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和
价格相对稳定，1月23日，湘潭市商务
局紧急召集生活必需品供应的重点
企业进行调度，并要求于24日启动重
点生活必需品应急企业的日报工作，
要求步步高、绿丰、市场服务中心、瑞
丰蔬菜配送中心4家企业每日报送
《雨雪天气蔬菜价格日报表》。目前各
企业都已经采取了保供应的措施：步
步高目前储备的生活必需品是平常
的5至6倍，储备的大米、油、饼干和水
可以保证全市1个月的供应， 承担肉
类供应的伟鸿也按1.5倍量向步步高
供应白条肉。 另外，湖南瑞丰农产品
市场已经启动了灾害性天气蔬菜保
供应应急预案， 目前蔬菜供应稳定，
调运到湘潭市场的蔬菜是平常的3倍
左右， 可以保证全市7至10天的蔬菜
需求。

此外，湘潭市交通运输、城管执
法、公安交警、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
门将实行除雪破冰包干责任制，确保
道路畅通；电力、供水、供气、通讯等
企业将加强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巡查
维护，确保湘潭百姓安然过冬。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夏喜衡

1月24日， 腊月初八。 一大
早，溆浦县龙潭镇阳雀坡锣鼓喧
天、龙灯布阵，迎来了有近300年
传统的腊八节，满院满坡的红灯
笼映红了人们的笑脸：过了腊八
就是年了！

乡亲们惊奇成千上万远道
而来的客人和自己一同过节：阳
雀坡近300年腊八节正书写着今
日传奇。

四届民俗文化盛宴
阳雀坡位于雪峰山大山深

处。四面环山，绿树翠竹。从清乾
隆十九年（1754）起，冯氏在这里
建起开山祖院，子孙在山谷里沿
山就坡，至清末100多年间，逐渐
建起6个高低错落的院落。

从开山祖院始，阳雀坡过腊
八节习俗绵延至今。 每到腊月初
八，人们祭祖、敬8位农神，打糍
粑、磨豆腐、喝腊八粥、吃腊八
菜，唱傩戏。 但随着光阴流转，老
人们守着越来越残破的院落，寂
寞地过着腊八节，盼着出外打工
的子女回来过年。

2014年，对雪峰山文化着迷
的新乡贤陈黎明，作为湖南雪峰
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实控
人，与溆浦县政府签订了阳雀坡
古村落保护开发战略框架协议，
把阳雀坡古村落打造成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山背花瑶梯田景
区一个知名景点。

从此，阳雀坡和阳雀坡的腊
八节为外界知晓。 2015年1月27
日，阳雀坡对外正式有了首届腊
八节，陈黎明为“阳雀点睛”，把
木脑壳戏、草龙灯、板凳龙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迎进阳雀坡，当天
就来了上百名客人。 2016年1月
17日的腊八节，陈黎明请来李锐
当导游， 带领游客畅游有近300
年历史的阳雀坡，零距离体验民
俗，稻田里办起音乐会，做起了
亲子游戏， 一下来了上万人。
2017年1月5日的腊八节，阳雀坡
高起点地作为3A旅游景区开园
了，院落整洁干净，游步道蜿蜒
山坡古村， 腊八节的节目更丰
富，游客人山人海。

到2018年1月24日， 第四届
阳雀坡腊八节。 这一天，长株潭
的自驾而来，北上广的打着飞的
而来， 连香港的张明敏也闻讯，
带着儿子来过腊八节，享一场一
届比一届精彩的民俗文化盛宴。

万名游客慰了乡愁
1月24日，阳雀坡。十里八乡

的乡亲和上万名游客被16种灯
晃花了眼。 舞龙舞狮不稀奇，但
你见过奇形怪状的蚕灯、 吆喝
灯、鹅颈灯、龙凤灯、故事灯、船

灯、板凳龙、草龙灯吗？ 尤其是那
蚕灯，数十串“上桌上树”，如春
蚕蠕动，让人大开眼界。

6个院落，各自精彩。 一号院
落喝腊八粥， 参观抗战纪念馆、
农耕文化馆，看龙潭花鼓戏。 二
号院落看哭嫁， 吃瓜子花生伞
饭。 三号院落花轿迎亲，打糍粑
吃甜酒。 四号院落看木脑壳戏磨
豆腐，吃弄毛糖。 五号院落抛绣
球赢大奖。 六号院落踩船灯吃米
豆腐。 午餐，大家品尝了传说中
的腊八宴。

人们置身青山稻田菜园，串
走在雕梁刻花的院落里，体验着
独特的民俗文化，腊八节浓浓的
年味抚慰了都市里无处安放的
乡愁。 但让阳雀坡的乡亲得到实
惠，过上好日子才是当地党委政
府和陈黎明的初衷。

上午摆满了走廊的24种年
货，到中午就被长株潭自驾车而
来的游客们抢购一空，塞满后备
厢。

最可喜的当然是阳雀坡的
村落和环境得到了保护，从原来
株木村的一个院落，更名为阳雀
坡行政村。 阳雀坡旅游名声在
外，20多名年轻人回乡创业。 村
里10多名老人被安排管理卫生、
防火等力所能及的事，在家门口
赚钱。 在院落里参加民俗表演的
村民们能领到工资了。 周围的老
百姓做姜氏糯米糍粑的从原来
一年销千把斤到现在一年销30
吨，做腊制品的从原来熏着自己
吃到现在一年熏上万公斤卖。

万家灯火年味甜甜
1月24日， 第四届阳雀坡腊

八节上，给阳雀“点睛”的是怀化
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娟。 这一届腊八节，由怀化
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和溆浦县政
府共同主办。 在张娟看来，过了
腊八就是年，红火的阳雀坡腊八
节只是怀化甜甜年味的开端。

张娟自豪地说， 现在雪峰山
区域的旅游如火如荼，尤其是年味
非常独特。 春节就要到来，人们可
以从阳雀坡的腊八节开始，开启雪
峰山的年味之旅。 紧跟着，洪江古
商城有洪福洪江年，通道、靖州、芷
江有最美侗乡欢乐过大年活动，洪
江市雪峰山主峰还有冰雪旅游。怀
化市过年时，万家灯火，家家团圆，
怀化的年味是甜甜的， 甜蜜的味
道。

那么，阳雀坡只有腊八节才
火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陈黎明
告知， 公司正在规划阳雀坡和
龙潭的宗祠文化、书院文化、及
山背花瑶梯田的精品旅游线
路， 山背花瑶梯田4200米从溆
浦南高铁站的索道、游客中心、
游步道、 度假中心都正在建设
中。 阳雀坡的未来正变得明晰。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廖顶峰）欢快的戏曲，喜庆的
春联， 热腾腾的腊八粥……今天，长
沙市望城区乔口古镇好不热闹。由省
文化厅组织的“送戏曲进万村、送书
画进万家” 文化惠民活动在此举行，
让古镇的居民和游客过了一个颇具
传统文化韵味的腊八节。

古镇的万寿宫中，来自省花鼓戏
剧院的艺术家们走上古老的木质戏
台，为群众奉上《讨学钱》《五更留郎》
《刘海砍樵》 等经典花鼓小调或戏曲

片段，地道的唱腔、精湛的表演博得
台下声声喝彩。戏台边，新鲜出炉、冒
着热气的腊八粥免费派送，群众纷纷
上前端一大碗品尝。年过花甲的李大
爷津津有味地边喝粥、边听戏，高兴
地说：“喝着原汁原味的腊八粥，听着
原汁原味的花鼓戏，这个腊八节过得
韵味！ ”

与此同时，乔江书院里，长案一
字排开，省文化厅副厅长、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鄢福初等30多位来自湖南
省书法家协会、望城区书法家协会的

书法名家汇聚一堂，现场为群众义务
书写福字、春联。“春风明盛世，玉犬
贺新年”“家添财富人添寿，春满乾坤
福满门” ……书法家们笔走龙蛇，字
里行间充满对群众的新春祝福。请题
春联者络绎不绝，获得墨宝后都喜笑
颜开、赞不绝口。

“此次活动不仅让百姓过了一个
热闹的腊八节， 更激发了大家对书
画、 戏曲等中华传统文化的浓厚兴
趣，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 ”望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郴州
“腊八感恩粥”

送给您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何庆辉 李

秉钧）今天，在郴州市城区苏仙福地
广场， 举行了郴州首届“我们的节
日———腊八感恩粥” 主题公益活动。
活动包括非遗展演、腊八祭典、祈福
赠粥、公益慈善等。 志愿者为众多市
民免费派送了腊八粥。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关爱老兵”
爱心募捐箱，市民纷纷捐赠。 爱心企
业家侯茗瀚捐款20万元。 据介绍，许
多爱心企业积极参与这次活动。除了
苏仙福地广场主会场外，郴州市各地
还设置了230多个分会场， 同步进行
免费派粥活动， 共向1万多人派送了
温暖香甜的腊八粥。

南岳
万人分享
“福寿粥”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徐德

荣 通讯员 文丽贵 文兰)今天上午，
衡阳市南岳区第六届“善行天下·温
暖腊八”腊八节品腊八粥暨公益慈善
活动在南岳大庙举行。这次活动也是
南岳“火舞龙狮·福临寿岳”春节庙会
8大主题活动之一。

腊八节喝腊八粥，是很多地方的
一种习俗。 在南岳区，腊八粥又被称
为“福寿粥”。当天，在南岳大庙内，架
起了一口直径2.36米、高1.8米、重5.6
吨的“千僧锅”，早早开始熬制“福寿
粥”。 当地居民与游客近1万人排起

“长龙”，分享“福寿粥”。
活动当天，南岳区佛教协会还为

特困家庭和学生捐赠爱心款40万元。
据介绍，近5年来，南岳区佛教协会连
续举办腊八公益慈善活动，先后提供
慈善资金260余万元，资助1200余人
次。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双峰县国藩溪砚工艺有限
公司最近出了一件新作———竹
林七贤图砚台。 该砚台耗时近3
年， 光人工工资就花了30万元，
需要十几个人才能抬得动，在我
省砚台界堪称前无古人。

1月21日， 记者在双峰县杏
子铺镇溪口水库边国藩溪砚工
艺有限公司的车间里，见到了这
块“巨无霸”砚台。 砚台上雕刻着
手执如意的王戎、 喝酒的山涛、
啸歌的阮籍、弹琴的嵇康等7人，
还有竹子、酒具、茶台等物件，7
人在竹林中开怀畅饮、 放歌长
啸、抚琴赋诗，整个画面精雕细
刻、栩栩如生。

“雕刻的过程颇有些曲折。 ”
公司董事长曹长桂告诉记者，制
作砚台需要整璞、设计、雕刻、打
磨等十几道繁复工序，一方小砚
台也需花上几天工夫，而竹林七
贤图砚台体型巨大，雕工更是繁
复，需要采用深浅雕刻、镂空雕
刻等多种技法，雕刻艰辛，前后
换了3个雕刻老技师、耗时3年才
完成。

公司仓库里还有不少雕琢
精美的溪砚。 竹林七贤图砚台，

是他们的镇店之宝。
公司生产部部长、老技师曹

冠明说，溪砚因盛产于双峰县溪
口村而得名，早在清嘉庆、道光
年间，溪砚就颇负盛名。 后由于
溪口水库蓄水，古镇被淹，加上
市场变化， 溪砚逐渐消失了。
2004年， 为了让溪砚重现世间，
当地人曹长桂投入所有积蓄，成
立国藩溪砚厂，开始制作溪砚。

为了打响品牌，10多年来，
曹长桂带着产品满世界参展，并
利用媒体、名人积极宣传推介溪
砚。 这几年行情遇冷，他就想方
设法走大众路线，开发了不少适
合普通人使用的小方砚。 他还把
湖湘文化融入砚台制作中，湘
军、湘魂、湘韵等展示湖湘文化
的作品不断面世。

2009年，国藩溪砚制作工艺
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2010年，曹冠明被定为溪
砚制作工艺传承人，他开始带徒
弟传承技艺。 目前，国藩溪砚省
级雕刻工艺技师已有20余人。

“下一步，我们打算让溪砚
工艺进学校，把溪砚打造成湖湘
文化新名片。 ”曹长桂说，虽然公
司在销售上遇到了困难，但不管
怎样会坚守下去。

乔口 品粥赏戏贴春联

阳雀坡腊八节
书写今日传奇

文化视点

竹林七贤爱热闹
放歌畅饮入世来
“巨无霸”溪砚现双峰

� � � � 1月24日， 溆浦县阳雀坡
景区，村民举行热闹的民俗表
演，迎接远道而来的游客。 当
天，该景区举办杀年猪、品腊
八粥、打糍粑、舞龙灯等一系
列民俗活动，让游客欢度传统
腊八节。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暖暖腊八节
浓浓乡土情

� � � � 1月24日,义工为环卫工人送上腊八粥。 嘉禾县爱心天
使义工协会联合爱心企业开展“腊八感恩粥”主题公益活
动，给500多名环卫工人免费送上早餐和腊八粥，表达对他
们的敬重之情。 黄春涛 摄

爱心腊八粥 温暖环卫工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张尚
武） 据气象预报，1月24日至30日，省
内迎来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湘
西、湘中以北持续冰冻天气，湘北、湘
西北局地大到暴雪。防范应对此轮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省农委发出紧急通
知，各地农业部门采取手机短信等方
式，提醒种养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省农委分析， 此次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 降温幅度
大，容易使油菜和果蔬作物受冻，造
成设施大棚损坏。 各级农业部门要
立即行动起来， 把防范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作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做到
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农业生产
稳定发展。

省农委要求， 各地要加强油菜、

露地蔬菜和果（茶）树的田间管理。指
导农民采用薄膜和草苫覆盖露地蔬
菜、油菜，对果（茶）树采取基部培土、
树干包扎、果（茶）园熏烟等措施防寒
防冻， 增施土杂肥等有机肥提高土
温。蔬菜主产区，要及时加固温室大
棚等设施，防止垮塌；要积极组织干
部和技术人员 ， 深入畜禽养殖场
（户） 开展生产检查， 指导养殖场

（户）做好防冻防灾工作。
春节即将来临，正值农产品消费

旺季。省农委要求，各地要深入分析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农产品供应的
影响，及时发布供求信息。各级农业
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畅通
“绿色通道”，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
输成本， 促进农产品快速有序流通，
增加市场供应，确保价格基本平稳。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博)寒冬腊月，长沙地区迎
来新一轮雨雪冰冻天气，电网防冻融
冰形势不容乐观。 记者今天从国网长
沙供电公司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已开
启防冻融冰备战模式，全面部署落实
各项防御措施，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今年1月3日起，长沙地区迎来今
冬第一轮寒潮， 最低气温降至零下4
摄氏度。 1月8日，长沙电网最高负荷
达到631.4万千瓦， 创下冬季负荷新
高。 期间，共有5条220千伏线路、2条

110千伏线路等19条线路出现不同程
度覆冰情况。

为了应对新一轮雨雪冰冻天
气，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周密准备，加
强负荷整体预测， 结合上一轮雨雪
冰冻天气负荷情况及历年冬季电网
运行特征，优化调整运行方式，挖掘
电网供电潜力， 并根据电网运行状
况适时开展有序用电。 加强重要用
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监
督管理， 做好重点地区、 重点变电
站、重点线路、重要用户供电线路的
覆冰监测、巡视、融冰等工作，特别

是高寒山区、微地形区域的县公司，
组织开展设备特巡， 全面掌握设备
覆冰、运行情况。

目前， 国网长沙
供电公司正全力以赴
确 保 所 属 线
路、 设备在冰
冻 天 气 下 可
靠、正常运行，
各岗位24小时
应急值班，实
时发布有关抢
修信息。

�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王
文）目前，长沙市各工程处于冬季施工
阶段。长沙市住建委近日下发《关于做
好冬季施工安全管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各施工企业根据项目
施工特点有针对性地编制施工安全应
急预案，遇到大风、雨、雪、冰冻等恶劣
天气时立即停止室外作业。

冬季气温低，施工条件不利，作
业人员行动明显迟缓， 是工程质量
问题和安全事故的多发季节。《通
知》 规定各施工企业要加强冬季施
工中的各类机械设备的使用， 重点
加强对脚手架、深基坑、高边坡、建
筑起重机械、 高大模板等危险性较
大的机械、部位的安全管理。 同时规
范施工人员作业行为， 加强作业人
员生活区的管理， 开展冬季施工质
量控制及安全生产知识的培训教

育， 切实提高作业人员的自我防范
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

《通知》要求做好全市供水供气
突发事故应急工作， 指导应急抢
险 ，及时 、有序 、高效 、妥善地处置
事故，排除隐患；同时，对所辖桥隧
特别是危桥展开一次全面排查，绝
不放过任何一个构件、设施、设备，
确保检查覆盖面和桥梁设施完好
率。

《通知》还要求各参建单位密切
关注气象变化趋势， 建立健全预警
制度， 根据冬季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施工特点， 制订相应的技术防范措
施和应急处置预案。 坚决杜绝因气
温骤降引发工程质量问题， 确保冬
季施工正常进行。

据了解， 目前长沙全市在建工
地达到上千个。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全员严阵以待

长沙：雨雪冰冻天气停止室外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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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