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屈艳

“快看，左公文化墙好漂亮！”2月21日，
春风习习，鸟儿翩翩。记者走进“全国文明
村镇”湘阴县金龙镇金龙示范片，一栋栋徽
派建筑掩映青山绿水， 一面面墙上的左宗
棠图像及名言诗句格外醒目， 吸引不少乡
亲、游客驻足欣赏。

“左公精神，光耀湘阴！”去年8月，湘阴
县委书记汪灿到金龙示范片调研时提出设
想：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左公文化精
髓收到墙头、诗词楹联和家规家训中，将是
引领文明新风的一道风景。

美丽梦想谁来实施？2月21日上午，记
者在这里巧遇湘阴县文联主席熊国庭。他
介绍， 县委副书记彭方建带着县文联和镇
政府干部，走村入户摸情况、问意见、造名
册、定方案，将“耕、读、孝、廉”等左公文化
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中， 邀请何满宗等
省内10多位书画名家挥毫，打造6公里左公
文化长廊。

金龙镇党委书记杨林告诉记者， 资金
大部分政府解决，少部分乡贤赞助。目前，
金龙片区已绘制100多处左公文化墙，制作
300多副楹联， 编印4000册左宗棠小故事
发放到户。

“昔日村里杂乱无章的‘广告墙’，如今
变成了会‘说话’的‘文化墙’。” 村民刘自
兰用左公家书教育子女， 他家墙上摘录了
左公育子的一封家书：“好样要学， 坏样断
不可学。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坏样一
概猛省猛改！”村民唐志伟家的文化墙内容
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
故人。”他希望子女以左公为镜，和古人为
友，好书常读常新。

“连环画通俗易懂，孩子们喜欢！”村民
唐树兰有个7岁的孙女，书画家便在他屋前
矮墙上绘制了“潜心读书，县试扬名”的连
环画。 记者看到在通往唐家坊小学道路两
侧的护坡矮墙上，简笔还原了插秧、打稻、
晒谷、车水、榨油、夜读、耕读传家的现场，
这些连环画已成为孩子们放学路上最美的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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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三湘四水正当“年”·美好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汤惠芳

“老藤”不是人，而是一棵葡萄树，生长
在享有“中国南方葡萄沟”美誉的中方县桐
木镇。

“老藤”名气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机构将其命名为“中国最大的刺葡萄藤”。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为它题写了
“百年老藤”的称号。它的主人是桐木镇大
松坡村村民梁厚斌。依靠它的品牌效应，梁
厚斌办起了“百年老藤农家乐”，过上了小
康生活。

2月21日，记者慕名来到梁厚斌家中，
映入眼帘的是400余平方米的葡萄架。壮
实的藤蔓一路延伸， 集合在粗如碗口的
“百年老藤”处，不少游人在此观赏。院内，
坐满了吃饭的游客， 厨房内飘出饭菜的浓
香。

徜徉在葡萄园中，“百年老藤”长满皱纹
的脸上似乎挂满了笑容，记者仿佛听到“寿
星”在述说沧桑巨变。

“老藤”出生在清末年间，原本生长在村
边的半山腰上。上世纪20年代初，梁厚斌的
祖辈将其移栽在家门前。从此，它见证了梁
家乃至乡村的变迁。

“一年又一年，每年换些油盐钱。”“老
藤” 用低沉的语气说，“过去， 由于交通落
后，信息闭塞，每年9至10月间，梁家人就挑
着箩筐，装满我产的刺葡萄去集市卖，天气
热，加之经过走半天泥巴路的颠簸，刺葡萄
到集市烂了不少。不仅是我们梁家，素有种
刺葡萄传统的桐木镇乡亲们， 同样饱受卖
葡萄的艰辛。年复一年，守着‘金果’过着穷
日子。”

“庆幸赶上了新时代。”“老藤”语气一转
说，“党的十八大以后，县里决定加快发展特
色产业，以桐木镇为核心，打造‘中国南方葡
萄沟’，以此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依靠品牌发展刺葡萄产业。”“老藤”说，
经过注册登记， 大伙有了一个统一的名
字———“湘珍珠刺葡萄”，并统一包装。书记、
县长带头上省城、 进京城进行宣传推销，还

与新疆土鲁番结成了对子，南北呼应，携手
共进。

“最受益的还是我们老梁家。”“老藤”
说，“县里请来了专家，对我的年龄进行了
鉴定， 并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让我身价
暴涨，我‘生’下的刺葡萄每公斤从2元涨
到20元， 每年葡萄收益达到10万元之多。
随着产业发展、 品牌推广， 桐木镇及周边
乡镇形成了近2万亩的‘葡海’。老梁借用
我的响亮名声， 办起了‘百年老藤农家
乐’，冲着‘百年老藤’和‘葡海’来的游客
络绎不绝。”

“老藤”感慨地说，依靠发展葡萄产业，
村里成了小康示范村，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回
来发展产业，人气旺了不少。如今，镇里正在
扩大葡萄酒厂的规模，打响品牌，让产业更
加兴旺，带动果农增收奔小康。

隔着时空，对话“百年老藤”，看着老梁
亲热地抚摸着“老藤”，记者感到，这不是虚
幻， 而是老梁家和大松坡村变迁的真实写
照。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门对高楼栋宇四海辞旧岁，户通青山绿
水五湖迎新年……火红的对联贴起来，张灯
又结彩。丁酉鸡年，汨罗江畔，屈子祠边，武
夷山村建新村、搬新家、树新风，又迎来了热
热闹闹的戊戌狗年春节。

农历除夕前后， 记者两次来到武夷山
村，感受湖湘大地乡村移风易俗后的新春佳
节。

告别了猪圈、牛棚、杂物间随意配搭的
旧房，王滔一家上楼了。客厅、卧室、厕所、厨
房功能分区清晰，屋前有宽敞的大坪，屋后
还留有小花园，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联排小别
墅，其中一户就是王滔的新家。

“支持县城扩容，也是规范村民建房，经
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我们首先在南托新村
统一规划、设计、配套建设、景观式样、外墙
装饰、施工管理，已经让197户搬进了新家。”
村党总支书记王启辉说。

村老年协会会长杨兴国打开了话匣子，
“村里环境美了，路灯亮了，广播响了，人的
精神面貌都好多了，大家更文明了。”

如何更文明了？记者走访了几家，细数
农家年货， 发现鞭炮已不在列。 自去年春
节， 南托新村就一改千年放鞭炮过春节的
传统， 今年更是扩大到了另外两个新合并
进来的村。春节都不放鞭炮，平常就更不允
许放了， 这已经作为村规民约被全体村民
自觉遵守。

文明还远不止禁鞭炮。去年，全村980多
名60岁以上的村民都签了“百年”之后火化
的承诺书，并加入了老年协会和红白喜事理
事会，协助村里刹人情歪风。

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让移风易俗来得
如此彻底？

2017年， 岳阳在全市范围内狠刹人情
歪风，“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等
理念深入人心。 武夷山村在建好新村的基
础上， 动员全体老年人为树新风发挥余

热。
“老党员带头加入老年协会，24个老年

协会小组常年走村串户了解村民思想动向，
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困难。”杨兴国说。

不仅治住了婚丧陋习，村里的文明水平
在一些村民协会的自我管理下有了更大的
提升。关爱退伍军人协会就常年关注退伍军
人的思想动向，和他们谈心，记下他们的微
心愿，尽最大可能帮他们实现。

在和谐文明的氛围中，武夷山村的生产
也大步向前。

靠近县城，用种庄稼的手艺和勤劳进城
搞园林绿化是村里第一大特色。茶木老村的
大片田土也成了供应城区的果蔬基地。年人
均3万的收入， 已让村民过上了较为富足的
生活。

春节刚过，村里屈子生态湿地公园已复
工，不久或将呈现屈子笔下人与自然和谐共
融的理想生活场景。汨罗江的清流从远古流
向了今天，还将流向更远的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彭司进

2月14日， 在保靖县迁陵镇陇木峒
村， 村支两委为村民发放集体经济分红
暨公益金。现场为村民发放了养老金、助
学金、土地流转费、“五有五好”表彰奖励
金等共计20余万元。

75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彭兴塘告
诉记者，村里集体经济搞得好，他和老伴
不仅可以在政府领养老金， 在村里还能
领一份。

据了解， 彭兴塘和72岁的妻子在村
集体收入中共领到了1680元养老金。全
村60岁以上的60位村民，按照年岁不同，
每人可领到720元以上不等的养老金。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陇木峒村创造性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以索源果业专业合作
社为龙头，引导46户精准扶贫户和其他村
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按照“资源共享，
利益共享”原则，该村大规模流转土地，建
立了陇木峒林中花海等集有机种植、生态
养殖、休闲服务于一体的生态休闲观光农

业。2017年， 该村实现经营总收入近100
万元，46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74岁的村民彭桂秀不仅领到了养老
金， 还为读小学的孙子领到了300元助学
金。村里对在读中小学与大学生，均发放
助学金。村民彭景顺的女儿彭路赢2016年
考入北京大学，这次获得助学金2000元。

陇木峒村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
还开展了以尊老爱幼、环境卫生、集体公
益等为核心内容的“五有五好”家庭评比
活动，以推动文明新风建设。这次李树斌
等6户村民被评为“五有五好”家庭，领到
了奖金。

陇木峒村发展集体经济引领农民奔
小康，成为保靖一道美丽风景。记者在村
里采访，见这里树竹掩映、屋舍俨然，秩
序井然、整洁卫生。很多农户的院落和坪
坝里栽种着腊梅等，让人赏心悦目。

陇木峒村党支部书记彭运江说：“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我们将撸起袖子加油干，创造美丽
和谐幸福新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香芋扣肉是江永县瑶胞过年必备的
佳肴。香芋扣肉呈圆形，又被称为“团圆
菜”。过年期间，一家人开心相聚，夹一块
酥甜软糯、醇香细腻的扣肉，食之齿颊生
香，余味无穷。

2月14日，源口瑶族乡三源村贫困户
郑菁来到山里采摘沙姜。 这是个散居在
大山深处的小村， 到处生长着去腥添香
的沙姜，是制作扣肉的一种重要调料。郑
菁说：“我扯这个沙姜带回去， 炸出的扣
肉特别香。”

郑菁和丈夫唐茂军在外地打工多
年，生活过得很艰难。去年，郑菁在扶贫
工作队和乡政府帮助下，回乡开办“瑶山
源”微店，生意红红火火。她把自家生产
的清水鱼干、香型粽子拿到网上卖，还把
村里贫困户的腊肉、土鸡蛋、酸豆角等土
特产销往各地。“一年收入有七八万元，
比以前打工好多了。”郑菁说，她现在几
乎每天都能接到订单， 贫困户的“山里
货”成了“抢手货”，已帮助30多户贫困户
摘掉贫困帽。

郑菁一家5口， 现在生活条件大为改
善，建起了一栋小洋楼。过年了，她丈夫唐
茂军及父母忙着赶制年粿， 准备瑶家人爱
吃的香芋扣肉。 唐茂军说：“五花肉用水煮
熟以后，要趁热扎一下猪皮，然后抹一些姜
丝、葱丝、生抽，上色后就可以下油锅了。”

唐茂军有一手制作扣肉的好手艺，
制作流程相当讲究，先将沙姜、桂皮、八
角等香料放入锅中，待五花猪肉煮熟后，
用食用油炸肉走油，炸出的肉颜色红亮，
香味浓醇，皮皱肉烂，肥而不腻。

郑菁把炸出来的五花肉切成片，朝
下整齐排列钵中， 肉片之间夹一片油炸
香芋。 香芋和五花肉配在一起， 相辅相
成，香芋吸收五花肉的油和肉味，五花肉
也变得不油腻了，而且香甜可口。

郑菁现在还是村里的信息采集员，
帮助贫困户在社会扶贫网注册， 去年发
布爱心需求1052条，为100余户贫困家庭
捐得大米、食用油、电饭锅、电风扇、电脑
等爱心物品300多件。

红烧鱼、 香芋扣肉等瑶家菜肴摆满
一桌， 郑菁一家人围坐大圆桌旁喝酒吃
肉，其乐融融。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龙艳丽

“这些是前几天我们一家三代在泰国过
年的留影！”2月21日， 祁阳县羊角塘镇69岁
的赵福贵兴奋地向记者展示手机中的照片。

赵福贵1949年出生。1976年正月初二，
赵福贵结婚后第一次给岳父岳母拜年，他在
家里找了半天，只找到6个鸡蛋。最后，还是
他母亲拿出半年前城里的姑父来看望她时
送的0.5公斤白糖，好歹让赵福贵“长了脸”。

上世纪80年代，赵福贵在镇上开了一间
南杂店，家境逐渐好了起来。那时流行给长
辈拜年送五花肉，而赵福贵给岳父岳母拜年
总是买上几公斤猪肉。“从村口走到岳父家，
肩后挑着的肉晃来晃去，引得村民们啧啧称
赞。”赵福贵回忆。

转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过年流行送五
颜六色的礼品盒。有一年，赵福贵惊奇地发

现，他拜年送出去的两个礼品盒，在亲朋好
友间“转了一圈”，又作为年礼送回到了自己
家，让他哭笑不得。

2000年以来，羊角塘镇农业、商贸同步
发展，大家的腰包都鼓了起来，大家拜年比
的是谁家的烟花、鞭炮放得多。赵福贵的岳
母曾私下对他说，啥都不用送，多放点烟花
鞭炮让大伙看看。于是，赵福贵每次给岳父
岳母拜年，车尾厢里装的大多是烟花、鞭炮。

近年，祁阳县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文明新风吹拂城乡大地，旅游过年
成为时尚。好几家知名旅行社还把营业部开
到了该县的乡镇。这几年，赵福贵收到的新
年礼物是儿子儿媳到旅行社报的旅游团全
家游，一家人趁春节假期游览了祖国的名山
大川。今年2月9日，赵福贵一家登上飞往泰
国的航班。他开心地对记者说：“旅行长见识，
锻炼身体，明年还要旅游过年。”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蔡立平 陈倩

2月21日，农历正月初六。益阳桃江
鲊埠回族乡江家坝村詹翠华,一大早就开
始忙活了。

提着两大桶热水， 她推开了隔壁小
姑子的房门。 小姑子自幼患小儿麻痹症
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婆婆去世后，詹翠
华索性把小姑子接到自己家，方便照顾，
这一住就是近20个年头。

小姑子不能说话， 出生以后没有迈
出过门， 母亲和詹翠华是她生存下来的
依赖。给小姑子喂了几口热水，詹翠华麻
利地收拾着房间， 她把装大小便的盆子
拿出去倒干净，洗了又放回了原处。

为方便小姑子坐着冲澡， 詹翠华还
专门在地上钻了一个出水口，洗澡前，她
细心地把房间里的空调调到了30摄氏
度。 詹翠华说：“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空
调，2012年装的。以前过冬，我就买那种
‘小太阳’电烤炉给她取暖。由于用的时
间长， 小姑子手脚不便又经常把水洒到
上面，几年下来，家里竟堆了二三十个用
坏的电烤炉。”

大约一个小时后，詹翠华出来了，额头
上布满细密的汗珠。顾不上休息，她取来药

罐子，给小姑子生了冻疮的手上药。詹翠华
的丈夫詹雪增是村医， 詹翠华也跟着学到
了一些医术，和丈夫一起接诊治病。

打点完小姑子，詹翠华和丈夫詹雪增
拎着肉、蔬菜和一些零食，一起前往丈夫
的大哥家。詹雪增说，大哥詹界增因患脑
膜炎未曾娶亲，精神失常时会到邻居街坊
家打砸门窗，也需要有人照看。母亲去世
后，除了照顾小姑子，詹翠华也一直照看
着大哥，在她的精心照顾下，这些年来大
哥的病情比较稳定。 詹雪增对于妻子，除
了满心感激，更多的是愧疚，他认为妻子
为了照顾这个大家庭，做出了太多牺牲。

詹翠华倒是豁达，率真，她说：“妹妹
和大哥都是我们自家人， 照顾他们是我
的职责所在，并不是负担。”

孝老爱亲，宽厚待人。在詹翠华的言
传身教下，她在外打工的儿子女儿、侄子
侄女们都很孝顺。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提着吃的穿的来看詹翠华和小姑
姑。 家中6岁的孙女和4岁的小孙子对这
位常年瘫痪的姑奶奶也特别亲近。

如今， 年过六旬的詹翠华额头爬满
了皱纹，头上也添了许多白发，身体大不
如前。令人欣慰的是，她的身后多了一群
接班人，正在传递着爱的接力棒。

“百年老藤”话变迁

搬新家 树新风

变化的年礼

合作共享奔小康

瑶家香芋扣肉香

道德感召传大爱这厢墙头说话
那家壁上扬花

———湘阴县金龙镇左公
文化长廊剪影

2月20日，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古镇，“快乐长沙，礼遇望城”新春系列
活动之“祈福礼”在铜官国际陶艺村举行，村民们舞龙舞狮欢庆春节，祈
福新年。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快乐
过年

2月21日下午，
长沙市三一大道与
东二环交会处，保洁
人员在清洗隔音屏。
春节期间，湖南北山
建设集团安排了30
余人值班，每天上路
清洗，以保持长沙市
二环线隔音屏的洁
净卫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春节保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