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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沈德良

“在哪里过年？ ”“回乡里过
年，乡里过年更有味道。 ”这样

的问与答，似乎成了这些天同事、朋友间的
“流行语”。

现代语境中，与“乡里”对应的是“城里”。
按理说，城里衣食住行一应俱全，方方面面的
条件都比乡里好，但每到春节，“去乡里过年”
让人魂牵梦绕，让人顾不上车马劳顿。

每逢春节， 城里的繁华总拗不过人们
内心深处的乡绪。 回乡里过年，除吃饭、喝
酒、闲聊、围炉烤火之外，更有城里难得一
见的仪式感。 仪式感烘托下， 年味冒着热
气，清醇醉人。

年味是什么？ 它是张灯结彩的那种氛
围，是家家户户忙碌预备年货的那份欣喜，
是那顿丰盛的年夜饭， 是记忆深处的家乡
味道。 过年，远非一饱口福的简单享受，单
靠味蕾还不足以品出“年”的味道。

今天不同往日，就是有仪式可循，有规
矩可讲。从带着地方特色的菜品，到见面时
的打躬作揖；从饭桌上的长幼有序，到事无
巨细的繁文缛节；从“担柴进屋”之类的举
动，到“吃鱼不动头与尾”的告诫……乡里

的“年味”，就是这般讲究。
仪式感，说到底是一种生活态度。无论

是物质匮乏抑或供应充盈，“回乡里过年”
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寄望， 维系
着人们对“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期
盼，总希望着来年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节庆背后的仪式感， 寓意着对文化的认
同。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
景观，从裹挟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
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
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风俗民俗，都承载
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与密码，彰显着中
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与精神追求。 某种意义上
说，年味就是传统文化在节庆上的体现。

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守望，是对待
传统文化时应该秉持的方式。如今，有的乡
村“形”虽在，但“神”已散，公序良俗滑坡、
道德规范失效，不敬、不孝、不睦邻里现象
增多，赌博、迷信、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俗盛
行。振兴乡村就是要“塑形”“铸魂”并举，把
农耕文明中的优秀遗产与现代文明要素结
合起来， 让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
展现出新的魅力与风采， 让广大乡村这一
希望的田野，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2月，余寒未收，春意尚浅，自然界里原
本开花的植物不多，只有花市四季不分、鲜
花常开，到了年节时越发春意泛滥了。

长沙各大花木市场里，姹紫嫣红，流光
溢彩，挂着红丝带与中国结的植物们，烘托
出吉祥热闹的年味春意， 比真正的春天还
要浓艳。

过年摆花，是有由来的。
古时人们在重要节日精心布置清供以

表达美好祝愿。
立春节气中，大部分植物尚未开花，用

当季的梅花、水仙、山茶等作岁朝清供，就
是一种风雅的传统，梅花冷傲、水仙雅洁、
山茶明艳，均为清雅供品。

不过，如今花市里的“年宵花”，如同春
节里的喧闹欢乐一样，色泽浓烈，情绪饱满
亢奋，很难称得上是“清供”，却是另一种接
地气的喜庆吉祥。

大小花市里，有蕙兰、腊梅、水仙、佛手、
火棘果、反季节牡丹、西洋杜鹃……色泽亮
丽、形状各异、造型奇特，既有美色，又有“口
彩”，不文艺不清高，要的就是热闹红火、喜
闻乐见、一团和气。

蝴蝶兰和大花蕙兰花大色艳， 热情奔
放，让人见着便心生喜悦，只是比传统兰花
少了些幽香和清高。仙客来花色浓郁，花形
如兔耳，温柔娇媚，衣香鬓影，“仙客”蹁跹。

水仙淡雅芳香，象征团圆。
有些植物花期不在此时节，比如牡丹，

因为花开富贵的寓意，被催开在正月里。
红掌红艳耀眼、喜气洋洋，穗状花序立

于烈焰苞片之上，造型颇似烛台，因此有一个
雅致的中文名：“花烛”。一品红鲜艳的红色部
分同样是苞片，真正的花朵却很不起眼。

除了观花和观叶植物，还有一类“年宵
果”。

金橘是经典的“年宵果”，“橘”和“吉”
谐音，因此有了吉祥如意的意思。何况金橘
色如金锭、橘香怡人，亦可食用，因此为人
们所喜爱。

南方常见的小灌木南天竹， 岁末时枝
头正挂满玲珑红果， 不过， 南天竹全株有
毒，果实虽美却不可食用。

当季的不当季的、该开的不该开的花，
都赶在这时候上市，瓜果花卉，无不要拿出
最饱满的颜色， 被人收入室内， 为眼目增
明，让一室生春。

旧时人们常要把一年最好的食物和新
衣留到春节享用，哪怕平时节衣缩食，春节
无论如何也是要任性和铺张的。 花市的植
物们也把最美的一段生命献给了春节，甚
至逆着季节时令，约莫有些“须作一生拼，
尽君今日欢”的意味，当然这纯然只是人类
的视角。

无论如何， 就感激植物们的这一份情
意吧，多多珍惜。

�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伍交才）“住新房，迎新年，心里特别
甜。 ”2月10日，溆浦县桥江镇章池村贫困
户严易求为新家挂上红火的灯笼， 贴上喜
庆的对联，欢欢喜喜迎接新春来临。

68岁的严易求说：“2017年‘8·13’洪灾
冲垮了我家的老房子，可党和政府一直牵挂
着我们。 建房期间，镇村干部出面担保联系
泥工、木匠，民政部门及时发放补助资金。 ”

“真没想到能在春节前住上这么好的
房子。”葛竹坪镇双江村谌春业同样感觉今

年的年味特别甜。 他家的房子在去年洪灾
中被冲毁， 镇村干部第一时间送去生产生
活物资，并为他申请了危房改造项目，争取
补助资金。顺利搬进新房后，一家人正紧张
地筹备过年物资。

据了解，2017年，溆浦县先后经历了6
次洪灾袭击。 溆浦县统筹灾后房屋重建与
“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工作，高标准、
高要求、高速度推进房屋重建工作。 目前，
该县2017年洪灾全倒户房屋重建任务已
全部完成，受灾群众均已迁入新居迎新年。

� �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李曼斯 张进
良）看传统花鼓大戏，品地方美味小吃，看
当地民俗展示， 买品牌优质年货。 2月9日
是农历小年，由宁乡市委、市政府主办的首
届“年味宁乡” 喜乐会在宁乡玉潭公园举
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参与。

喜乐会分为精彩大戏天天看、吃喝玩乐
嗨翻天、 美好宁乡大家赞三大主体活动，主
要内容包括3天6场花鼓戏演出、宁乡独有非
遗民俗、品牌年货、美味小吃集中展示、“美
好宁乡”主题摄影展和春联大派送等。 在启
动式上，黄材山歌、麻山锣鼓、对子花鼓等具
有宁乡风味的节目赢来观众阵阵掌声。

现场，精彩上演的花鼓戏台前已经挤

满了观众；民俗展位区热气腾腾，不少市
民正在品尝沩山擂茶和宁乡待客的精致
四碟；大成桥的剪纸展示区，有几位小学
生在向市民展示剪纸手艺； 在春联派送
区，拿到大红春联的市民笑逐颜开；礼品
派送区，拿到寓意吉祥的精致福袋的老奶
奶一脸幸福……

“看大戏，买年货，这才是有宁乡味的
过年！ 让我感觉又回到了童年。 ”在深圳打
工回来过年的李先生说。

据介绍，喜乐会为期3天。活动围绕“年
文化”主题，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宁
乡当地的传统文化进行生动再现， 让广大
市民体验传统文化，感受美好生活。

�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谭萍）热热闹闹的春运，变幻不停的天气。
天气预报称，未来几天湖南晴雨相间，春节长
假期间气温起伏较大，大年初四（2月19日）起

湖南或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
小年过后，年的气息越来越浓，回家的脚

步越来越急。 天气预报称，未来7天湖南晴雨
相间，11日至13日以晴天到多云为主。 14日至

15日有一次降雨过程，16日天气短暂好转，17
日至19日又将有一次降雨发生，19日起省内
或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

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有一次冷空气过程，最
高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 12日至16日气温逐步
上升，最高气温可达14至17摄氏度，湘中及以南
部分地区将超过20摄氏度。 18日晚至19日受强
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8至10摄氏度。 气象部门
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
员 刘园园）“马上要过年了，给在广东的姨妈
寄点家乡的土特产， 家乡的味道是春节最好
的礼物。 ”今日上午，长沙市民张女士提着从
省内买回来的土特产， 走进湖南邮政八一路
支行营业厅，给远在他乡的亲人邮寄年货。

湖南邮政芙蓉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正常开展业务, 是“国家队” 邮政公司、

EMS的规定动作，春节期间“不打烊”已坚持多
年了。 除了日常的邮储、寄递业务，便民服务内
容不断增加，可以缴纳煤气、水、电、话费等，还
能代办国税发票、办理简易保险和车险等。春节
长假期间，市民办理的多是现金存取业务，业务
量同比去年翻番。为此，湖南邮政科学安排辖下
1600余个金融网点、寄递业务作业班次和人员，
确保服务措施到位、邮件投递畅通。

忙碌的不只是金融网点的营业员，还有湖南
邮政邮件处理中心的员工。长沙邮区中心局副总
经理谭国良介绍，1月26日，邮政寄递进入春节旺
季， 此后连续10天包裹快递装卸量突破120万
件，最高达到122万件，每天装卸840趟次，同比去
年，寄递量翻了一番。为尽快清零包裹，有时在一
个岗位安排2个人同时作业，加快分拣效率。

据悉，湖南邮政去年投入1.35亿元，加快7
个市州中心局、39个县处理场地改造和设备
投入，全省邮件日处理能力由150万件提升到
240万件以上。

� �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记者 胡信松）今
天，记者从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气化湖南工程”全面提速，支（干）线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至2017年底，建成或基本建成10
条支（干）线，累计总里程700公里。 计划到
2020年，完成全部约3400公里的省级天然气
支（干）线建设，实现“县县通、全覆盖”目标。

“气化湖南工程”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
重大民生工程，2014年7月， 明确湖南湘投控
股集团为“气化湖南工程”的实施主体，湘投

制订了“气化湖南工程三年行动计划”，计划
建设省内天然气支（干）线23条。 湘投与中石
化、 中石油两家平台公司明确任务， 精细施
工， 截至2017年底， 建成或基本建成10条支
（干）线，累计总里程700公里；其余13条管线，
8条正在施工，5条在开展前期工作。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邓
军民表示，今年集团将加大“气化湖南工程”
重点项目建设力度，全力推进省级天然气支
（干）线建设，确保2018年底前按期完成《三

年行动计划》投资建设任务，同时启动《三年
行动计划》后续18条支（干）线前期工作。 力
争到2020年， 完成全部约3400公里的省级
天然气支（干）线建设，实现“县县通、全覆
盖”目标，并逐步构建起全省互联互通、统一
管理、统一调配的省级天然气输配网络。 在
全力推进“气化湖南工程”项目建设的同时，
湘投将着力把集团建设为集天然气输配、储
存、销售与服务于一体的省内最大的综合服
务运营商。

� �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余蓉）近日，
我省公布2016-2017学年度省示范性普通高
中督导评估结果， 湖南师大附中、 长沙市一
中、衡阳市一中、湘潭县一中、长郡中学、雅礼
中学、醴陵市一中、周南中学、洞口县一中、益

阳市一中、 双峰县一中等11所学校得分在90
分以上，获评优秀等次。

据了解，2017年省级督导网络平台在全
省正式推广应用，覆盖全省140所省示范性普
通高中。 其中，在督导评估意见中，湖南师大

附中现代教育实验学校建设全面推进， 完善
了“校长治校、专家治学、教师治教、家校协
同”的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大力加强“研究型
高中”建设；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务；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并探索实施了分层走
班、分项走班、分组教学等多样化教学形式，
确立了“整体化、差异化、个别化、自主化”的
现代教学组织形式， 探索出了新高考改革形
势下的湖南经验。

春节假期气温起伏大
大年初四起或将迎雨雪天气

春节期间，邮政服务“不打烊”

“气化湖南工程”全面提速

2020年，天然气“县县通、全覆盖”

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督导评估结果公布
湖南师大附中等11所学校获评优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易善任

2月8日， 记者登上了张家界市公交公司
杨光胜师傅驾驶的1路线湘G·16510公交车，
见证了他一段平常又充满温情的旅程。

“师傅，我的一个文件袋掉在了前50分钟
左右开行的1路公交车上，里面有合同、房产
证等，能帮忙联系一下那个驾驶员吗？ ”在一
个站口，一名中年人上车后，焦急地向杨光胜
求助。

“不要急，我马上帮你联系。 ”杨光胜立即
向公交总台汇报此事。 不一会儿， 好消息传
来，文件袋已找到，这名乘客连声向杨光胜说
着：“谢谢！ ”

又一个路口， 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上
车。 看着妇女比较吃力，杨光胜解开安全带，
快步跑到门口， 帮助将婴儿车搬上车放稳妥

后，才驾车行驶。
这些， 只是他成为公交车驾驶员5年来，

乐于助人的一个个小镜头。
2013年， 杨光胜成为张家界市公交公司

的一名公交车司机。 他知道，公交车要树立好
口碑，驾驶员的服务态度很重要。 5年来，只要
遇到挑担子的、卖菜的、老年人、孕妇、婴幼儿
等需要帮助的乘客上下车，他都会搀扶一把，
主动帮助找座位，说上一句“慢一些，小心一
点”。 遇到客流高峰，他耐心疏导，提醒乘客站
稳、扶好。

2017年2月10日上午11时许，他像往常一
样， 驾驶公交车来到张家界市公路局公交站
台附近。

“师傅，有人昏倒了。 ”突然，车上有乘客大
喊。 他回头一看，一名中年女子昏倒在椅子上，
几名乘客正帮忙搀扶着。“沿途站点不停靠了，

请大家配合一下！ ”“有哪位乘客帮助拨打中医
院120，要医生在门口做好救人准备！ ”杨光胜
一边指挥，一边就近往张家界市中医院急驶而
去。 至医院门口还有300米远，车门一开，杨光
胜背起病人就跑，将病人送进抢救室。 2公里车
程、300米步行， 只用时10分钟……因抢救及
时，乘客田女士转危为安。

其实，这不是杨光胜第一次救人。
2016年11月的一天， 杨光胜驾车行驶到

张家界市城区阳光水岸时， 车上一小女孩跑
上前说：“师傅，有个乘客昏倒了！ ”他立即告
诉车上乘客，所有站点不停车，直驶张家界市
人民医院东区。 因送医及时，病人成功获救。

“这都是一些很平凡的小事，帮助别人快
乐自己。 作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应该这样
做。 ”作为第一名登上央视新闻联播的张家界
公交车驾驶员，面对别人的夸赞，杨光胜总是
这样腼腆地回答。 5年来，杨光胜好事做了数
百件。

在杨光胜先进事迹的影响下， 张家界市
公交公司的驾驶员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
不昧等好人好事成为常态。 继杨光胜后，该公
司先后又有5名驾驶员的先进事迹被央视报
道。 他们的正能量如一缕缕春风，温暖了这个
社会，感动了全市人民和海内外游客。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杨光胜：善行不停 快乐不止

■点评

公交车司机救助车上的乘客，看似一件小
事，却散发出满满的正能量。 做好事不在大、不
在多， 而在于身边的人急需帮助的时候伸出援
助之手拉一把。 只要人人都能像杨光胜一样乐
于助人，这个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 � � � 2月8日， 张家
界市1路公交终点
站， 杨光胜将公交
车驶入停车点。

向韬 摄

迎春送福
2月 10日上午 ，

“年味暖暖 迎春送
福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湖南省分行走基
层送万福” 活动在长
沙举行， 俞成林、 胡
伟等书画家现场书写
了 100 余 幅 精 美 的
“福” 字送给市民群
众。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王俐君

摄影报道

让过年更有仪式感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年宵花市，春意无边

溆浦洪灾房屋全倒户全部住进新房

“住新房， 迎新年， 心里特别甜”

“年味宁乡”喜乐会热闹开锣

制图/李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