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谢辉 陈俊霖

2月9日，农历腊月廿四，是南方的小
年。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街道铁铺岭社区
和平巷298名社区居民，在巷子里摆上“百
家宴”，大家围坐在一起，边拉家常边品尝
美食，其乐融融。

这一天，65岁的蔡礼轩特地起了个大
早，催着老伴陈爱元忙活起来。大伙老早商
量好在小年这天举办“百家宴”，作为筹委
会的主力成员，两口子生怕有半点闪失。

上午8时不到， 莫建华已经组织几个
年轻后生，把食材都采购回来。他笑嘻嘻
地跑到陈爱元面前“邀功”：“我们凌晨4时
多就去菜市场， 都是照着您开的菜单买
的。20桌宴席，每桌18个菜，热热闹闹迎

接2018年春节。”
说话间，喻海兵和廖燕等几位居民早

已收拾好场地， 只等架炉生火。 另一边，
100多个红灯笼和40多个中国结已经高
高挂起，把小巷装扮得格外喜庆。

10时过后， 居民们陆续聚集到小巷
里，洗菜、沏茶、铺桌……一个个忙得不亦
乐乎，却又井然有序。当热气腾腾的鱼头
火锅、香气四溢的鲜肉丸子等菜肴摆上桌
面，大家边吃边笑，边喝边聊，和平巷里满
是年的味道。91岁的龙年秀老人也在儿女
的搀扶下出来了， 看到小巷里这么热闹，
笑得合不拢嘴。她说：“这么多人一起过小
年，还是头一回。”

社区主任聂凤香说，家家户户的“小
团圆”，汇成街坊们的“大团圆”，味道很特
别，来年接着办。

和平巷摆“百家宴”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张小刚 左卓林）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
水运工作会透露， 我省今年起将实施洞庭湖
生态环境交通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加强船舶
污染防治，整治非法砂石码头。

记者了解到， 我省水运发展将迈向绿色
安全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今年将着重推进

水运污染防治， 实施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 湘江航运污染防治第二个
三年行动、 交通运输水环境保护和水运绿色
发展三年行动。

省水运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建斌介绍，
加强船舶污染防治是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项
整治的重要内容。 今年将开展船舶污染水域专

项治理“百日行动”， 推进船舶污染物接收、转
运、处置联合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清查船舶防污
染设施设备配备和使用情况， 协调推动船舶污
染物岸上收集点建设， 重点推动环洞庭湖区船
舶污染物接收、转运体系建设。今年还将开展湘
资沅澧干线非法砂石码头治理。

会议透露， 今年我省将投资23亿元用于
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千吨级航道里程161
公里。其中沅水桃源至常德38公里，澧水邵家
咀至午口子、安乡至茅草街123公里。开工建
设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一期工程， 实现
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通航， 完成沅水浦市
至常德、 洞庭湖澧县安乡至茅草街等高等级
航道建设项目主体工程， 推进岳阳港城陵矶
港区、长沙港霞凝港区等港口建设。

今年将实施洞庭湖生态环境交通专项整治

加强船舶污染防治
整治非法砂石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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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美丽的澧水
之上，正在建设我
省最大跨径、最大
桩 长 的 斜 拉
桥———南益高速
南洞庭大桥。

2月5日，沅江
市草尾镇，记者立
于澧水河畔远眺，
在建设者的精心
雕琢下，南洞庭大
桥的两座主塔正
“拔节生长”。

南洞庭大桥
主 桥 全 长 813.9
米， 主跨450米，
塔高162米。

靠近岸边的
35号主塔已经封
顶，另一座矗立于

澧水中央的36号主塔“长”高至约130米。
36号主塔与岸边，隔着宽阔的澧水水面。
记者坐上一艘摆渡船， 大约航行了3分

钟，抵达36号主塔底部。
下船，眼前一片开朗：这是一个约5000平

方米的施工大平台，平台中央，主塔塔柱直插
云霄。

一台施工电梯搭载着记者， 慢慢升向主
塔塔顶。

20米、50米、80米……在约100米高处，
电梯停了。

“再往上还有大概10层楼高，得走施工楼
梯上去。”南洞庭大桥第六合同段三工区工区
长李诗君说着走出电梯。

施工楼梯的四周有稳固的脚手架和安全
网保护，可要在百余米高空爬楼，仍让人有些
许紧张。

记者手脚并用、连爬带走，终于来到了36
号主塔的最高工地———130米高的上横梁施
工平台。

只见这间“云顶工地”里，约20多名施工
人员同时作业。轰鸣的电钻声、工人们的吆喝
声，映衬着飞舞的电焊火花，奏成一曲初春的
大合唱，响彻云霄。

“再往上点！”来自宁乡的王九峰，腰系安
全绳，站在钢锚梁上，进行上横梁箱体模板吊
装施工。

模板吊装施工， 是上横梁箱体浇筑混凝
土前的关键步骤， 要求控制好模板与箱体间

的高度、宽度。王九峰和伙伴们紧密配合，按
设计图要求，准确地吊装完成一块模板。

在另一端，湘乡人李秋清正在绑扎钢筋，
稳固钢锚梁。他手法迅速、熟练，手握钢筋绑
扎钩，随着穿插、旋转，两根钢筋就被钢丝捆
扎得结结实实。

绑钢筋看似简单，其实是个力气活，每人
每天要打几百甚至上千个钢丝结。

“天气好，干活快！”李秋清说，晴好天气
适合施工，加把劲多干点，好早点完成进度回
家过年。

站在130米高空处俯瞰，汤汤洞庭，水色
茫茫，岸上城区尽收眼底。

“他们可没空看风景。”李诗君介绍，工人
们每天在这施工10小时， 中午才乘电梯下来
一趟，到塔底的平台吃饭、休息。

空中作业、 水上休息———李诗君如此形
容大桥建设者的一天。

按计划，36号主塔将于3月封顶。
今年，南洞庭大桥将建成。
南洞庭大桥是南益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

程。连接杭瑞高速和长张高速的南益高速，起于
南县程家山，止于资阳区，全长86.72公里。

南益高速全线通车后， 将改变沅江境内
无高速的历史，有效缓解长张高速交通压力，
对洞庭湖区防洪救灾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妙 谢津

“大家加把劲，早点完成厂房配套，第一
批设备年后就要安装了。”2月8日， 在娄底市
娄星区工业集中区， 湖南格仑新材新型高效
船舶（岛礁）尾气余热海水淡化与舰船尾气速
冷设备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在露天工作面
上干得热火朝天。

园区驻点干部聂建军介绍：“200亩土地，
从提交申请到第一期116亩交付使用，仅用了3
个月时间，目前已完成一栋厂房、一栋科研楼、
一栋综合楼的主体工程，进入室内配套阶段，今
年下半年就可以投产了。”

该项目是湖南省军民融合重点项目，于
去年2月开工建设，总投资12.8亿元，共装备各
型号设备和生产线77条， 将建成年产1.2万套
新型高效船舶（岛礁）尾气余热海水淡化与舰
船尾气速冷设备生产线。

“前段时间的冰雪天气耽误了工期，大家
都在加班加点施工。” 工人老肖已经3个月没
有回家了，他一边用钢筋建模，一边笑呵呵地
说，“按现在情况， 再干两天就能领钱回家过
年咯！”

工人刘庆宏全身沾满了灰尘， 但精神饱
满，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军民融合项目建设。
“工程质量要求非常高， 每个细节都不能马
虎，模型的尺寸、用材、步骤都有讲究，既要保
证质量还得保证进度。”他告诉记者，“虽然辛
苦，但看着一片荒地一步步变成了新式厂房，
心里非常有成就感。”

看到记者到来， 正在巡查施工质量的公
司副总经理刘建武打开了话匣子：“工程顺利
推进，搭帮区里的大力支持。区委书记现场办
公，区领导跟踪服务，园区干部天天守在工地
上，比我们还勤快。”

走进已建好的厂房内， 公司技术总监陈
华为正与技术人员商量设备安装问题。“通过
与科研院所合作，我们掌握了成熟的技术，许
多设备已经在海军某部试装， 反响很好。”陈
华为介绍，“在同等舰船余热条件下， 别的设
备只能生产1吨淡水，我们能生产2吨，而且能
降低舰船的红外特征，更加安全。”目前，该公
司共拥有专利技术24项， 承担多项海军装备

科研项目。
在产品试验间， 陈华为指着一台新研

发的新能源苦咸水净化器说：“我们把军用
海水淡化技术转为民用， 为农村提供更有
效的饮水安全保障。”这台设备通过太阳能
和风能， 不仅能将苦咸水及地表水净化成
标准饮用水， 还能为农户提供普通照明用
电。

作为娄底产业转型的重点项目， 格仑新
材项目已进入最后的扫尾阶段，15条新的生
产线即将安装。 刘建武自信地说：“按保守估
计，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亿元，将成为
娄底高新技术产业的又一张名片。”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陶芳芳 周密
董劲） 龙腾狮舞， 旺聚天心。 今天上午，
2018年长沙火宫殿大庙会在天心区坡子
街牌楼前璀璨开启。 庙会持续至正月十
五，系列特色活动将为市民和游客奉献一
场具有长沙特色、湖湘气派的春节人文盛
宴。

启动式上，舞台上传统戏曲人物轮番
上阵，在“唱念做打”中展现着传统戏曲的
艺术之美；歌曲《我们的长沙》描绘了文化
古韵与时代发展交相辉映的长沙新风貌。
舞台下，非遗庙会、火宫殿的美食庙会、太
平老街的文创庙会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市
民朋友在庙会中观节目、品美食、品民俗，
感受别样的庙会文化。

据了解， 长沙火宫殿大庙会被誉为
“长沙春节的文化名片”， 已成功举办五
届，每年吸引群众过百万人次。2018年，长
沙火宫殿大庙会以“快乐长沙，璀璨天心”
为主题，突出“传统文化现代传承”，深入挖
掘长沙年俗，精彩呈现快乐长沙。市民朋友
可在线下观赏八大庙会主题活动， 如充满
浓厚传统年味的民俗庙会与美食庙会、活
泼新颖的新春大舞台与红娘庙会、 独具匠
心的文创庙会与正月初十唱大戏、 欢腾喜
悦的正月十五闹元宵等。同时，线上全民拜
年萌萌拍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 市民朋友
们可一边逛庙会一边拍照制作属于自己的
庙会贺卡，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天心” 上传
照片参与活动，即有机会获得丰厚奖品。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龙艳丽

“现在回家真方便！”2月9日，从杭州市参
加茶博会回来的祁阳县七里桥镇白茶种植
大户邓艳君，走下高铁后由衷地对记者说。

1990年起， 邓艳君与丈夫文玉清到
浙江省杭州市一带打工。“当时只有绿皮
火车，基本上买不到座位票，一站20多个
小时。要是晚点的话，时间更长。”文玉清
回忆。邓艳君接上话茬：“为了能找个地方
休息，也顾不得形象了，在厕所旁蹲过，在
座位底下睡过。”

后来，国家加快铁路建设，列车提速。
绿皮车换成了空调车，车程缩短到12至15
个小时，只是春运期间一票难求。让邓艳
君至今记忆犹新的是，2001年农历小年，

文玉清排了一天一夜买到的火车票，被邓
艳君弄丢了，急得夫妻俩抱头痛哭。

2012年， 邓艳君把浙江省一带种植
的白茶引进老家种植，丈夫文玉清留在杭
州做生意。两人经常两地跑。2013年12月
28日，湘桂高铁通车。邓艳君、文玉清特意
买了两张高铁票回家过年。上车前，夫妻
俩在“和谐号”前留影。邓艳君对记者说：
“车内干净整洁，6个小时就到家了。”

这几年，出行变得越发便捷，邓艳
君、 文玉清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2017
年，邓艳君、文玉清的种植基地产出白
茶650公斤，收入150万元。文玉清说，我
们经常要外出推销茶叶、 洽谈业务，直
接就用手机购票，不用去排队了。永州
还开通了到北京、上海、重庆、海口、昆
明等地的航班。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雷鸿涛 杨捷灵
汤惠芳）打糍粑、杀年猪、写春联、看大戏……
2月7日， 在中方县中方镇马家溪村一个农
庄里，20多位游客体验了一把年味十足的
乡村游。 农庄老板潘海生说：“城里人喜欢
来农村‘找年味’，我们推出的‘乡村年味游’
接到了60多桌订单，已排到除夕夜。”

据了解，进入农历腊月，中方县旅游
部门积极动员县内农家乐、生态农庄等乡
村旅游实体， 围绕打糍粑等传统过年习
俗，组织丰富多彩的“年味”活动，开展“乡
村年味游”， 助力乡村振兴， 收到较好效
果。全县已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4000多万元。

“每天都有人来杀年猪，我们特意从周
边农户家里买了20多头土猪。”中方县新建
镇康龙村大丰源生态庄园的负责人杨光喜
说，“乡村年味游” 不仅让农庄生意火爆，也
让周边村民家里自制的“年货”找到了市场。

中方县文体旅广新局副局长杨瑾介
绍，该县3个3A级景区、6个五星级乡村旅
游示范点和37家农家乐，都准备了年味十
足的旅游项目，铆足了劲要把“乡村年味
游”这个品牌做起来。中方镇荆坪古村精
心组织了传统舞龙舞狮表演，桐木镇大松
坡村蒲海景区请来阳戏班子唱大戏，铁坡
镇江坪古村、铜湾镇黄溪古村上演了腰鼓
戏、霸王鞭等，都很受游客欢迎。

保质保量保进度
———娄星区格仑新材项目施工现场见闻

长沙火宫殿大庙会启幕
八大主题活动带你感受传统长沙年

出行更便捷，生活在改变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
员 颜小煌）今天上午11时，从广东省深圳
市出发的3台爱心旅游大巴，经过近20个小时
的长途跋涉， 顺利到达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吉首市。105名回乡青年迫不及待收拾行
李，回家的喜悦挂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

共青团自治州州委、自治州驻深团工

委联合爱心企业，发起“青春快线 10元回
家”公益活动。报名成功的乡友只需支付
10元保险费，即可乘坐爱心大巴车回到自
治州。 此活动已连续组织开展了两年，得
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和赞助。今
年，深圳市龙翔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就
赞助了这3台爱心大巴车。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骆力军 刘建国）“肉丸子煮好喽，快来
捞啊！手脚再快一点儿，鱼准备上桌了。”
随着掌勺师傅的一声吆喝，宁远县冷水镇
匡家村聚在厨房帮忙的村民顿时忙了起
来。2月8日下午5时，匡家村400余名村民
欢聚一堂共吃团圆饭。

匡家村吃团圆饭的习俗已延续几年。
利用这种形式， 大家热热闹闹聚在一起，
增进村民之间感情。2月8日下午2时不到，
村民就开始杀鸡宰鸭，筹备团圆饭。为了
做这顿几百人的团圆饭，村民们准备各种

食材，劈柴生火。炊烟缭绕中，依稀可见大
家幸福的笑脸。主厨挥动着大勺，将一盘
盘香气四溢的农家菜，送上了饭桌。村民
们围坐在一起，开怀畅饮，大快朵颐。

团圆饭后，别样的“乡村春晚”拉开了
帷幕。晚上7时，一台由匡家村村民举办的
晚会在匡家村礼堂隆重上演，以展现乡村
文化为素材，自编、自导、自演了10多个文
艺节目。

“吃团圆饭和办晚会的费用都是村民
自筹， 就是为了拉近彼此距离、 增进情
感。”村党支部书记匡成忠说。

吃团圆饭看“乡村春晚”

“乡村年味游”乐了游客

青春快线 10元回家

走基层
———项目建设正红火

� � � � 2月8日，娄底市娄星区工业集中区，湖南格仑新材项目施工现场。
周俊 黄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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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2月 5日，
沅江市草尾镇
南益高速南洞
庭大桥建设工
地， 工人在大
桥主塔顶端紧
张作业。
湖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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