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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汤惠芳 杨长吉

“敦忠孝、睦宗族、讲廉耻、和乡邻……”3月
1日，记者走进中方县中方镇荆坪村，从村里潘
氏宗祠内传出诵读家训声。 村党支部书记潘上
升告诉记者：“明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五， 闹了元
宵，娃儿要走上求学路，青壮年要外出打工，我
们组织了一批人读家训， 让他们记住出门在外
要注意品行。”

潘上升介绍， 荆坪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也是怀化市重点旅游景区。村里95%
的人姓潘，村内有潘氏祠堂、古驿道、文昌阁
等古文化遗址20多处。数百年来，潘氏子孙
恪守忠孝廉俭的家训，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
人物。

“用好家训富了脑袋，也富了口袋。”潘上升

说， 对于家族中长期形成的向上向善的家风家
训， 村党支部因势利导， 组织开展相关征文比
赛、讲述家风家训小故事、诵读家风家训等一系
列活动， 将传承良好家风家训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同时，整理当地“精忠报国”
“孝媳救父”等故事以及老古井“滴水不弃”等规
矩，把家训家风融入旅游发展，让游客感受到传
统家风家训的魅力。

荆坪人在家风家训传承上，也出现过偏差。
村民潘某的母亲去世，他想着母亲操劳一辈子，
一定要风风光光办丧事。 村干部闻讯上门做工
作，潘某却振振有词：“家训第一条就是敦忠孝，
我一定要尽到孝道。”“尽孝在平时，你家也不富
裕，你母亲也不希望你借钱大操大办。何况家训
中还说，要‘尚节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潘
某终于心悦诚服地取消了大操大办的计划。村
党支部以此为例，组织村民展开讨论，树立正确

家训观，如今村民大操大办现象已得到遏制。
用好家训家风、成风化人，当地村民也获得

了收益。在荆坪大桥附近，一栋两层的小洋房格
外显眼。其户主叫潘存印，是荆坪村首批开办农
家乐的村民之一，生意相当好。潘存印说，为他
赢来好生意的，正是他家“为人和善、勤俭持家”
的家风。

潘存印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次，他的农
家乐来了一批旅游的学生， 其中一个女生因凑
不起份子钱，执意不愿上桌。了解其家庭困难的
情况后，潘存印立即免了她的单，还悄悄塞给她
200元钱。“牢记家训家风， 助人为乐。” 潘存印
说，这件事后来传了出去，不少游客来古村，点
名要到他的农家乐就餐。

徜徉古村内，村道干净，民风淳朴，游人如
织， 各家农家乐顾客盈门。“在良好家训家风熏
陶下，全村文明程度高，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先
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和省级最佳等级旅游区
（点）。”潘上升说，今年春节期间，荆坪村共接待
游客1万多人次。

刘全先：
带着蜂儿追花逐梦

用好家训富“两袋”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雷春明

舞长龙、耍狮子、猜灯谜、品汤圆、演杂技……3
月1日，一场“春暖新长春”闹元宵活动在娄底市娄星
区乐坪街道长春社区王家小区精彩上演。这可忙坏
了小区的义务监督员周汉，他一会张罗着大家吃汤
圆，一会维持着猜灯谜的现场秩序……

“今天我是真高兴，住在王家小区20多年，
还是第一次这么热热闹闹地过元宵节， 所以累
点、忙点我都乐意。”周汉的脸上写满了兴奋。

周汉的兴奋是有原因的。上世纪90年代，城
市扩容， 周汉和1000多移民被就近安置在了王
家小区。当时的安置小区因为管理不当，房子自
建，大小商铺林立，乱放乱摆乱扔东西基本是常

态，道路也随着年久失修而变得坑坑洼洼，小区
一度以“脏、乱、差”闻名。

“那时碰到早上拥堵时段，送孙子去上学都
急死人呢。”周汉说，正是因为环境不好，他的好
几间房子降价都租不出去。

这几年，娄底在全市范围开展“创文管卫”
活动， 王家小区在环境整治方面也下了一番功
夫，如配备专职的保洁员24小时保洁等，但因为
基础设施较差，效果始终不明显。

彻底改变，始自2017年下半年。为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娄底市决定在城区范围内开展社
区“提质改造”工程，王家小区则乘着这股东风
开展了“白改黑”工程，原来破损的水泥路面全
部换成了炒砂路，主干道上的广告牌统一规划，

标识了停车区域， 清理了店外摆摊……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

今年春节前，一些住户提议：小区环境有了
很大的改善， 是不是精神生活也要跟着丰富起
来？提议很快得到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乐坪街道
办事处趁机策划了这场闹元宵活动。“我们举办
这个活动，一来可以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二来
还能借着活动提振居民的精气神， 倡导大家团
结奋斗、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乐坪街道党工委
书记颜志辉说。

“王家小区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咯。以前环境
差，穿着睡衣打麻将、买菜的大有人在，如今不
仅注重个人的环境卫生， 还共同维护起了小区
的环境卫生，乱扔垃圾、乱停乱放的现象基本没
有了，为我们保洁减轻了负担。这不，我们才有
空跟大家一起闹元宵。”端坐在舞台前看花鼓戏
表演的小区保洁员雷成明也开心地说。

环境好起来 元宵闹起来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肖斌辉 杨能广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说起
自己的“甜蜜事业”，34岁的新邵小伙刘全先脸
上乐开了花。

3月1日，刘全先起了个大早，忙着制作放置蜂
箱的铁架。再过两天，他就要带着他的260箱蜜蜂
前往200公里开外的南岳，那里有成片的油菜花等
着他的蜂儿去采蜜。

在新邵县陈家坊镇东冲村， 刘全先曾经默
默无闻：打工、结婚、生小孩。“是奋斗改变了我
的人生！”他感慨地说。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刘全先的一生
与蜜蜂绑在一起。当时，他一个养蜂多年的亲戚
因年纪大了打算“退休”，而其子女各有自己的
工作不能“子承父业”，亲戚便问刘全先愿不愿
意接手。 从小喜爱蜜蜂的刘全先毫不犹豫地答
应了。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养蜂一
窍不通的刘全先“摔了个大跟头”。“接手的22箱
蜜蜂冻的冻死、饿的饿死，到2007年底，只剩下3
箱。”他说。

养蜂血本无归，迫于生活重压，刘全先继续一
边打工赚钱养家， 一边忙里偷闲在家门口小打小
闹养蜂积累经验。

2015年，随着3个小孩慢慢长大，家里开销

越来越大，而刘全先多年打工制鼎锅、做皮鞋，
收入甚微，仅能勉强维持家用。一家老小的生计
全压在他身上，逼着他改变思路。他想：“既然打
工赚不到钱，何不趁年轻奋斗一把，一心一意养
蜂闯出一条致富路？”

心动不如行动。这一次，他没有蛮干。为伺候
好蜜蜂这些小生灵，他一有机会就向内行请教，并
买来《蜜蜂养殖》《蜜蜂大全》《蜜蜂病虫害防治》等
专业书籍，一有时间便埋头书中。经过刻苦钻研，
他的养蜂技术越来越老到，他还摸索出一项“独门
绝技”：适度剪掉蜂王的大颚，使一口蜂箱能同时
有两只或更多的蜂王，加速蜜蜂繁殖。

摸到窍门，刘全先的“甜蜜事业”掀开新篇章。
就在这一年， 为了增加产蜜量， 他叫上妻子雷柱
兰，开始带着蜂儿在全国各地追花逐梦。

在朋友介绍下， 刘全先首先带着蜜蜂来到
南岳采油菜花蜜。随后，到新宁采脐橙花蜜；赴
广东高州采荔枝龙眼花蜜； 走河南三门峡采洋
槐花蜜；去山西临汾采枣花蜜……

一路奋斗，甘苦自知。每年3月初，刘全先开始
带着蜜蜂“四海为家”，10月才能回到新邵家中，一
年中在外漂泊7个多月。 平均每年转场10多次，3
年多来跋涉16个省份，行程达5万余公里，最远到
过离新邵3000多公里的内蒙古赤峰市乌牛特旗。

路途遥远，转场艰辛。装车、卸车，每次几百箱
蜜蜂挑上挑下，两口子得忙乎大半天。“有时忙完，
手脚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 只想就地躺着美美睡

上一觉。”刘全先说，被蜜蜂蜇也是常事，蜇得最厉
害的一次， 脱下衣服洗澡时全身是红点， 触目惊
心。

但这些在刘全先心中还算不上什么。“最怕
的是自然灾害。”他说，一次蜂场差点被水淹，他
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那是2016年7月，刘全先转场来到辽宁省葫
芦岛市一片树林中。 树林旁有条河。 雨说来就
来，倾盆大雨下了一整天。由于当地地势平坦，
很快积水淹没了道路， 旁边河流水位也不断上
涨。那天晚上，他和妻子一夜未睡，两双眼睛死
死盯着河流水位。黎明时刻，水位快要涨到蜂场
高度。“要是蜂箱被淹， 一年多的辛劳将毁于一
旦，幸好雨停了。”刘全先捂着胸口说。

记者问刘全先，吃了这么多苦，为什么还一
直在奋斗？ 这个朴实的汉子道出了他坚持的理
由：“像蜜蜂一样勤奋，再苦也能酿出甘甜！”

摇蜂蜜的日子，是刘全先感到最快乐、最甜蜜
的日子。“每当闻到蜂蜜的甜香， 所有的苦与累都
不存在了。”他说。

2017年， 刘全先养蜜蜂260箱， 收入25万余
元。为拓宽销路，他发动姐姐、姐夫在老家当起了
微商，利用电商平台销售蜂蜜。

如今，刘全先买了一辆叉车，解决了蜂箱装
运难题。 他目前最大的愿望是继续扩大养殖规
模，然后买一辆大型养蜂车，继续奋斗，收获更
多的甘甜。

走基层
■三湘四水正当“年”·美好生活

徐剑锋

2月28日， 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
道陡岭社区开展“廉政文化入灯谜 红
红火火闹元宵” 活动。 活动精心设计
100余条蕴含党风廉政建设、党纪党规
等知识的谜语悬挂在花灯下供居民竞
猜，藏在花灯里的廉政灯谜为元宵佳节
增添了一份浓浓的“廉”意，带着浓郁的
时代特点。

与我国其他节日强调合家团圆
不同 ， 元宵节突出的是普天同庆主
题 ，所以也被喻为 “全民狂欢节 ”。所
谓 “正月十五闹元宵 ”，一个 “闹 ”字道
尽了元宵节的特质 。在快节奏 、多兴
趣 、广交际的今天 ，人们的过节方式
已不再局限于一碗汤圆 ，更应让传统
文化活起来 。猜灯谜 、赏花灯 、舞龙狮
等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不仅让
年俗有了新的传承 ，也使传统文化得
到发扬光大 。

给元宵节添加“文化馅儿”，首要的
是对传统文化“温故而知新”。古往今来
有那么多与元宵节相关的诗词歌赋，在
猜灯谜的过程中重温这些诗词，品味元
宵文化的绵绵远香，岂不是一件文化乐

事？并且，每一个“闹元宵”活动都具有
很强的仪式感，只有让更多的人参与其
中，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共同体
验 、共同分享 ，才会更有情趣 、更有味
道。因此，腾出点时间与家人一起动手
搓汤圆、与邻里一同猜灯谜，为传统文
化活动捧场、喝彩，既是在打捞传统文
化的记忆，更能让元宵节“闹”出时尚、
过出新意。

“闹元宵”关键要通过全民参与，让
“文化唱戏”。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各
种手段、方式、平台，坚守其“根”、突出
其“神”、抓住其“形”，深入挖掘年俗的
渊源和内涵，同时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湖南本土的红色基因，打造
更多符合现代人审美与志趣的多元文
化产品，从而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一言以蔽之， 元宵节既要有汤圆
味，更应有文化味。在强调文化自觉、文
化自信的新时代，我们有责任过一个有
文化品位的传统节日，不仅要增添更多
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区域特点的
新习俗、新风尚，也应尊重传统习俗，继
承传统文化，让博大精深的元宵文化得
以丰富展示。

“闹元宵”
需要更多“文化馅儿”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见习记者 黄
婷婷）“春禁一碗籽，秋收一担鱼”。省畜
牧水产局今天发布，自3月1日0时至6月
30日24时，湖南境内的洞庭湖、长江干
流、珠江水域全面实行春季禁渔。

省畜牧水产局渔政处处长汪旭光
介绍，跟去年相比，今年“一湖四水”区
域内三分之一的水域面积，共44个水生
生物保护区，从1月1日起由季节性禁渔
转变为全年永久禁渔，以便更好地保护
江豚、 鳜鱼等省重点保护鱼类的产卵
场、栖息地和洄游通道。

禁渔制度关系到众多渔民的利
益， 省畜牧水产局春季禁渔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人表示，禁渔是政府行为，妥
善解决渔民困难是贯彻落实禁渔期制
度的客观要求， 今年将进一步完善渔
民解困措施， 解决禁渔期渔民生产生
活困难，配合财政、民政部门做好渔民
禁渔期生活补助和特困渔民的救助工
作。2017年，省级财政安排洞庭湖春季
禁渔渔民补助900万元。全省有11181
人被纳入低保，25963人享受春季禁渔
补助， 共发放低保及春禁补助共计
1316万元。

据悉，湖南湘江干流（永州市零陵
区老埠头至岳阳市湘阴县濠河口）将于
4月1日进入春季禁渔期，6月30日结束。

洞庭湖春季禁渔
3月1日启动

6月30日结束，44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全年永久禁渔

3月1日，资兴市蓼江镇水口村，金灿灿的油菜花与田园风光构成一幅金黄色的画卷，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近
年来，该镇通过赏油菜花活动，做足生态旅游文章，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强辉 摄影报道
油菜花海好赏春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见习记者 黄
婷婷）“打击非法捕捞， 养护生物资源，
共建美丽中国。” 今天，“中国渔政亮剑
2018”———春季禁渔同步执法行动启动
仪式（湖南分会场）在常德市区沅水诗
墙排云阁码头举行。此次执法行动由农
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联
合湖南等7省市共同开展。

岳阳、常德、益阳三市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承担长江、洞庭湖禁渔任务的
17个县市区的渔政机构和执法人员，公
安、海事等相关职能部门共300余人参
加启动仪式。 仪式结束后，12艘执法船
艇在沅水水面进行了联合巡航，此次巡
航也是对3月1日开始的长江洞庭湖春
季禁渔水面的一次联合执法。

据了解，禁渔期间，三市将在各

自管辖水域组织开展联合执法，通过
对水陆禁渔巡回检查、 交叉检查，对
违规违法案件高发水域开展驻守检
查等方式，严厉打击电毒炸鱼以及违
反禁渔期、禁渔区等有关规定，从事
非法捕捞的行为， 严厉查处迷魂阵、
矮围、 网围等非法作业方式和制造、
销售、 使用禁用渔具的违法行为，依
法查处涉渔“三无”船舶，并追究违法
者相应法律责任。

省畜牧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旭
阳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我省参与部门最
多、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渔政联
合执法行动。 据悉，今天全国有2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渔业主管部门，组
织近千艘执法船艇、近万名执法人员在
辖区内开展同步执法行动。

渔政亮剑洞庭湖
春季禁渔同步执法行动开启

“我勇敢了一次，而他勇敢了一辈子”

长沙居民谢海华
获评“感动中国人物”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李国斌 尹挺
彭团） 长沙退伍军人谢海华，30年如一
日照顾见义勇为致残瘫痪的妻子。今
晚，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感动中国2017
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谢海华获得该
项殊荣。

今年53岁的谢海华，出生于长沙市
岳麓区坪塘街道。1988年， 从部队复员
返乡的谢海华，在报纸上看到邻村的谢
芳因勇斗歹徒而身中9刀的新闻， 继而
怀着崇敬的心情与谢芳相识、相爱并于
当年喜结连理。

婚后至今的30年时间里，谢海华用
坚实的双肩扛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全
心全意照顾好谢芳的起居生活，每天都
要给妻子洗漱、做饭菜、洗澡、洗衣服、
端屎端尿，贴心而细致，同时，谢海华积
极为妻子做康复治疗，帮助她摆脱心理
阴霾。 这一路的生活虽然清贫而坎坷，
但谢海华始终不离不弃，谢芳曾动情地
说：“我勇敢了一次， 而他勇敢了一辈
子！”这对好人夫妻故事被广为传播，向
更多的人传播了爱的真谛。

2016年4月，谢海华上榜“湖南好

人”首期榜单，2016年9月荣登“中国好
人榜”。2017年11月9日，谢海华荣获第
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据悉，从2002年首届《感动中国》
评选活动举办以来，湖南日报社即成
为《感动中国》栏目在湖南唯一合作
媒体。谢海华入围2017年度《感动中
国》人物，这是由湖南日报社、三湘都
市报向《感动中国》栏目成功选送的
第10人（组）。

■相关链接：

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
谢海华———寸心言不尽 冰壶万缕丝

颁奖词：
相信 是那一刻的决定
相濡以沫 是半生的深情
平凡的两个人
在命运面前 却非凡地勇猛
最长情的告白 已胜却人间无数
心里甜 命就不苦
爱若在 厮守就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