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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志东 熊江萍

凭借一把锯子、一把小刀，把一个废弃
的枫树树根制成“哪吒闹海”。这是江华瑶族
自治县沱江镇豸山社区西门街76岁居民李
远泰的一门“绝活”。2月4日，记者见到了这
位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的中国根雕协会会
员。

“老虎”“蛇”“猪”“孔雀”“松鼠”……走进
李远泰家中，到处是根雕艺术作品，仿佛进入
了一个“动物世界”。

桌子上、橱柜里，100多件根雕作品，件件
惟妙惟肖。透过薄薄的一层蜡，可清晰地看到
这些根雕作品的原始纹路。“这些根雕作品，
都是我从大自然中淘回来再雕刻的。”老人很
是自豪。

李远泰接触根雕纯属偶然。1992年初，
在江华第二建筑公司当木工师傅的李远
泰，来到瑶山深处的蔚竹口乡砌房子，看到
当地根雕艺人黎民安做出的根雕动物活灵
活现，一看就着了迷。第二天，利用休息日，
他到山上找了个盘在石头上像蛇的枫树
根，将树根剥皮，用刀处理后，一条“蛇”活
脱而出，得到大家好评。从此，李远泰迷上
了根雕。

选择材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不少人到

处购买名贵树种树根。李远泰的观点是，材质
不必强求，要顺其自然，本土树根也是不错的
选择。

1993年， 李远泰在沱江镇发现一个废弃
的苦柳树根，其形态特别，非常适合做根雕。
他将树根带回家仔细研究， 制作出根雕作品
“大象”，成为众口称赞的“佳作”。

制作根雕，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效法自
然、 追求原味。“根雕根雕， 七分自然三分
雕”。李远泰介绍，“动刀前，要深谋远虑，看
清树根的主体，因势象形。”在26年的根雕
生涯中，李远泰最自豪的是，不仅创作了不
少满意的作品，还
找到了老年生活
的一种“寄托 ”，
“根 雕 需 要 动 脑
筋 ，多琢磨 ，我虽
然上了岁数，但脑
子 还 没 有 变 迟
钝。”

“长长的脖子、发达的四肢、短短的尾巴
……”有一次，李远泰无意中发现一个根材，
虽然很小，但韵味十足，适宜创作“长颈鹿”。
他边看电视里的长颈鹿边琢磨， 研究动态和
静态的动物形态。经过细致入微的处理，一只
生动传神的“长颈鹿”制作成功了。

“这些根雕作品，有人出高价购买。我舍
不得卖，平时自己看看，与大家一起欣赏。”李
远泰说，现在搞根雕、搞艺术都可赚钱，但他
研究根雕不是为了赚钱， 一方面自己图个生
活充实， 另一方面也希望将根雕这一传统文
化技艺发扬传承下去。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杨元崇）今天，
记者在“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泸溪县
潭溪镇新寨坪村看到， 珍稀古树苦槠张开其
伟岸的身躯，它高35米，树龄300岁，胸径133
厘米，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泸溪县林业局负
责人告诉记者， 新寨坪村普查登记在册的珍
稀古树木有近120株。 它们呈群状或散生特
点，多生长在红壤之地，最高的38米，平均在
20米以上。

“这是枫香，那是利川润楠，不远处的是刺
楸……”寨中年长的老人热情向记者介绍新寨
坪小学附近的树木，“再往上走， 就是我们村的
老屋场自然寨，那里马尾松古树成群。”

60多株马尾松，有的面面相觑，有的并肩
而立，有的唯我独尊。在最年长的那株马尾松的
召集下，它们像相亲相爱的一个家族群落。年长
的“太爷爷”350岁，年幼的“满孙”亦有上百岁。

“去我们朋家坡寨子看看榉木群、青冈栎
群吧！” 热情的村民盛情相邀。“我们栗木寨，
有一株38米高的珍稀古树———兴山榆，300岁

了！”栗木寨人符先生也不甘示弱，“我小时候
常和伙伴们在树下听太爷爷讲故事！” 一句
话，把大家逗乐了。数百年来，民风淳朴的新

寨坪村人视古树和古树群为“挺拔向上”、 玉
汝于成的精神崇拜， 更视它们为守卫家园的
英雄，古树木多年来保护完好。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陈雯

2月7日， 沅江纺织服装产业园生产车
间里，工人们在生产线上飞针走线，其中不
少员工是残疾人士。

“我学的是机修专业，因为外貌问题屡
次找工作失败，只能在家务农。” 33岁的曹
亮来自沅江市阳罗洲镇，9岁时他意外烧
伤，面部毁容达80%，中专毕业后一直待业
在家。2015年， 曹亮听说沅江纺织服装产
业园新元丰服饰公司招机修员工， 而且残
疾人优先，他试着投了简历，结果被录用，
“现在日子越过越好，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今年52岁的邹立华患小儿麻痹症致
高位瘫痪，老婆左眼失明，儿子在读大学，

女儿在读初中， 还有一位76岁的老母亲需
要赡养，生活负担很重。在服装园区一家企
业， 邹立华找到了一份剪线头的工作。“园
区政策好，老板也好，收入可观，儿女很争
气。”邹立华笑着说。

“让残疾人能找到适合的岗位，要特别
设计、专门培训，用心教会他们一门技能。”
新元丰公司董事长曹建新介绍， 看到一个
个残疾人因找到工作而重获生活的信心，
他觉得多付出一点是值得的。

据了解，沅江纺织服装产业园多家服装
企业为残疾人士开辟绿色通道，招聘员工时
优先录用残疾人，并为他们提供免费入职培
训，随后根据其身体条件，定制工作岗位。目
前，在园区上班的残疾人已有80余人。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欧宗发）2月6日， 会同县若水镇里龙
村贫困户刘其本装了一车南竹去卖，他说：
“搭帮去年底修通了这条通组公路，我今年
靠家里的竹林脱贫摘帽没问题。”

会同地处山区， 大部分乡镇地处偏
远，最远的村离县城有100多公里。为确
保贫困群众如期脱贫，该县下大力气，加
快建好、 管好、 护好、 运营好农村公路。
2017年，该县筹资6.83亿元，实施农村公
路提效、提速、提质工程。对未通公路的

组以及村与村之间的“断头路”实施通达
工程，实现村组互联互通；对未实施通畅
工程的村组公路，全部建成水泥路，提高
公路通行效率；对已实施通畅工程、但路
面宽只有3.5米的公路全部进行提质改
造，提高通行速度。

目前， 会同完成新建村级通畅通达公
路718公里、组级连通公路131公里，提质
改造农村公路142公里， 还实施农村公路
安保工程97公里，极大改善了农村交通条
件。

老百姓的故事

七旬老人的“根雕梦”

董事长用工“以貌取人”

会同加快建设“四好”农村公路
去年投入6.83亿元提效、提速、提质

新寨坪村120株古树郁郁葱葱

生长在泸
溪县潭溪镇新
寨坪村的国家
二级珍稀古树
木———苦槠。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陈新 ）随着“轰
隆”一声巨响，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一
座非法水泥搅拌站被拆除倒地， 现场居
民拍手称快。自今年长沙开展“蓝天保卫
战” 以来， 各部门狠抓大气污染治理，共
有136家存在环境隐患的涉气单位被依
法处置。

走进开福区双河湾农民安置房项目施
工现场，一条硬化的水泥主干道两侧，46根
喷淋降尘管正在喷射水雾， 同时工地移动

雾炮机和塔吊喷淋系统，可
有效降低空气中的PM2.5、
PM10和粉尘。而在不远处，
一台扬尘在线监测仪正在
“搜集 ” 施工现场PM2.5、
PM10和噪声的数据， 一旦

数据超标， 将会自动报警要求整改。 据了
解， 目前长沙市400余处建筑工地接入统
一监控平台， 今年将实现规模以上施工工
地全面安装扬尘在线监控系统并接入市级
平台，实现扬尘在线24小时动态监测全覆
盖。

自今年开展“蓝天保卫战”以来，长沙
市各部门联动配合，昼夜执法，通过加强工
地扬尘整治巡查、渣土运输车、混凝土搅拌
车、运砂车等的监管以及对餐饮门店油烟、
露天烧烤的整治等一系列举措，使“蓝天保
卫战”取得了初步成效。数据显示，1月份，
长沙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16天，与2017
年同期相比，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4天，
优良率上升12.9个百分点，PM10、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下降29.9%、20.2%。

长沙依法处置136家环境隐患单位
“蓝天保卫战”成效初显，1月份优良天数增4天

漫画/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