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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曾伟

4月10日，记者走进位于溆浦县龙
潭镇的塔塔拉民族风花瑶服饰有限公
司的设计室，见衣、帽、包等具有花瑶民
族风格的产品琳琅满目，五彩缤纷。

公司负责人谌鲲鹏告诉记者，融
入花瑶元素的产品越来越火， 除了在
国内畅销外，还接到了日本、加拿大、
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订单，公司正
日夜赶工生产。

花瑶是瑶族的分支，因服饰独特、
色彩艳丽而得名。2006年， 花瑶挑花
技艺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谌鲲鹏开的公司，就是把花瑶挑
花技法或图案融入服饰、布包等产品，
把“花瑶元素”变成时尚新宠。

“奋斗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

懈地去实现梦想。”谈起自己的创业历
程，谌鲲鹏说。

1982年出生在龙潭镇的谌鲲鹏，
从小酷爱画画， 并被当地花瑶服饰鲜
艳的色彩和栩栩如生的图案所吸引。
“要是我们的衣服也有这么漂亮就好
了。”那时，他就有了带着“花瑶”出大
山的梦想。后来上大学，他选择了服装
设计专业。

在深圳打工时， 谌鲲鹏从设计助
理做到了设计总监。 后来自己办公司
做时装，因竞争激烈，产品淘汰快，公
司不久便关了门。2015年， 他带着儿
时的梦想，与妻子黄夏茵回到家乡，开
始设计以花瑶元素为主的产品。

夫妻俩回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爬上海拔1000多米高的花瑶聚居
古村落，与村民同吃同住，看花瑶老人

如何飞针走线， 在粗纱土布上绣出飞
禽走兽、花草树木。

“从花瑶村落下来后， 他就开始
‘闭关’创作。”黄夏茵说，一天深夜，谌
鲲鹏在睡梦中醒来， 突然想到把花瑶
凤凰融入产品的创意， 便爬起来跑到
设计室，画到天亮。

2016年4月， 谌鲲鹏带着这个创
意设计产品， 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创
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从选拔赛一路
过关斩将，拿下了最高奖“金翼奖”。后
来， 又相继获得湖南旅游商品大赛银
奖、锦绣潇湘文旅创客大赛季军等10
余个奖项。

去年， 在武陵山健康产品博览会
上， 谌鲲鹏公司设计生产的200多件
产品被抢购一空。同时，多位外地投资
商伸来橄榄枝， 邀请谌鲲鹏到他们的

企业去发展，待遇不菲。
“离开了花瑶，我就会丧失创作的

源泉。”谌鲲鹏婉言谢绝了邀请。经过
不断尝试，其公司产品更加多元化，由
生产布包延伸到服饰、钥匙扣、工艺品
等领域。

谌鲲鹏坚持不懈地奋斗， 激励着
当地的年轻人。去年，谌鲲鹏牵头成立
“龙潭青年创业群”， 在他带动和鼓励
下，当地70多名年轻人选择回家创业。

“在谌鲲鹏身上，我们看到了坚持
奋斗的力量。”“龙潭青年创业群” 成员
谌方圆说，他看到附近山背花瑶旅游发
展前景好，便开了一家客栈，生意火爆。

“做出更多融入花瑶元素，又贴近
生活的产品，形成独有的花瑶民族风品
牌，让更多人看到花瑶的绚丽与魅力。”
谈起今后的打算，谌鲲鹏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熊龙英

“我想用影像的方式反映现代化
机械工艺的冲击下，苗族银饰锻造技
艺在传承和保护等方面面临的严峻
考验。”近日，第18届湖南省摄影艺术
展评选结果揭晓，湖南工程学院青年
教师王彬凭借记录视频《苗族银饰
锻造技艺文化影像志》获得多媒体类
金奖。

14岁开始接触摄影，20岁在亚洲
风采华人摄影比赛大奖中崭露头角，
如今35岁的王彬已是省内外知名的摄
影人， 其作品获得第23届中国摄影艺
术展览银奖、 边城全球摄影擂台赛钻
石收藏奖、2017IPPA手机摄影大赛优
异奖、 湖南省摄影事业突出贡献奖等
众多荣誉。而作为一名摄影专业教师，
他先后指导学生百余幅作品在各类摄
影展览中入选并获奖。

“梳理、创造、平静、专注，这是我
所有想法付诸行动的原则。” 右肩扛
个三脚架，左肩挎个相机包，带着学
生到处奔走拍摄，没有周末，没有节
假日，累了就在工作室躺一会，这已
经成为王彬生活中的常态。尤其是外
出采风的时候，摄影器材的打包和行
李托运便成了头等大事。凤凰、张家
界、福建云水谣、厦门鼓浪屿、川西藏
区……谈到自己这些年在摄影界的
“闯荡”，王彬认为摄影让自己对生活
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我
喜欢记录生活中的人和事，摄影教我
如何在奋斗中去享受生活 ,也使我收
获了很多。”

“镜头就是我观察和思考世界的
方式。 这种思考不止是发现生活中美
好的人和事， 更应该是对文化的一种
留存和记录。”从刚刚拿起相机时单纯
的对美的追寻， 到更多地思考每一段

记录背后的文化意义， 王彬对摄影的
理解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质。

“我喜欢神秘的湘西地区，每年至
少3至5次到湘西地区拍摄。 我对那里
的所有都感兴趣， 特别是传统手工艺
的制作。慢慢的，这些兴趣点也就成了
我镜头下的一个个小故事。”获得多媒
体类金奖的作品《苗族银饰锻造技艺
文化影像志》 拍摄于凤凰县禾库镇德
榜村， 主要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中苗族银饰锻造的技艺、流程，以影像
的方式表达了传统手工艺的现状及其
面临的问题。德榜村是苗族聚居地，也
是远近闻名的“银匠村”，这里多数人
家世代以打银为生。

“从2012年第一次到德榜村，对
银饰文化的憧憬和‘银匠村’面临的传
承问题的思考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
际。”一年一年过去了，随着一次次的
造访， 德榜村的银匠世家已经在他的

镜头里、 心里回放了无数次。“拍摄的
题材就如同一块银子一样， 必须经过
无数次的打磨和很多重淬炼。” 终于，
到2016年底的时候，王彬感觉到自己
找到了表达这一题材的方式， 于是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到德榜村进行
了3次拍摄，直到2017年4月才结束整
个拍摄行程。“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同时
用图片和视频两种拍摄手法对同一个
题材进行记录， 图片主要展示的是苗
银作为婚嫁饰品的美及其背后的文化
意义， 而视频讲述更多的是苗银锻造
工艺及其传承困境。”同题材的图片作
品《苗族银饰》，在2017年6月获得第
10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人物
服饰类记录奖。

“举起镜头行走在路上，已经成为
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会一直在这块天
地里走下去、奋斗下去，用我的影像去
留存更多的文化印记。”王彬说。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黄姿）近日，世界
领先的工程机械信息提供商英
国KHL集团旗下《国际建设》杂
志（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发布了2018年度全球工程机械
制造商50强排行榜。在此份榜单
中， 长沙工程机械企业三一重
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3家企业
上榜。

这3家企业均不是首次上
榜。 据悉，2017年度三一重工就
位居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第11
位，今年位居第8名；中联重科由
2017年的第14名，提升至今年第

13名；山河智能由2017年的第47
名，前进至第40名。

当然， 亮眼的不止排名，销
售额也是大增，有的企业甚至出
现翻番式增长。 其中，2017年三
一重工的全球销售额近60亿美
元，比2016年增长67.4%；中联重
科的全球销售额近38亿美元，比
2016年增长25.3%； 山河智能的
全球销售额为 6.26亿美元，比
2016年增长109%。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化，工程机
械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均取得不菲成绩。

二四八月乱穿衣
明起降温10摄氏度以上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在湖南生活，4月的早上
出门，务必看好天气，再决定穿什么衣
服。省气象台预计，13日至14日，省内
气温将下降10至12摄氏度。

俗话说，二四八月乱穿衣。气温忽
上忽下，打乱了人们穿衣的节奏。近日
湖南回温明显， 多地最高温纷纷突破
30摄氏度。回暖的天气里，又将迎来一
轮冷空气带来的降温。

省气象台预计，今起至13日，湖南
有一次较强降雨发生， 湘中及以北局
部暴雨，并伴有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强
对流天气。13日至14日， 受冷空气影
响，自北向南降温明显，气温将下降10
至12摄氏度。 以长沙为例，10日最高
气温达29摄氏度，预计14日最高温将
降至16至17摄氏度左右， 降温幅度约
12摄氏度。15日，除湘南有残留降雨之
外，其他地区天气转好。

本周湖南气温前高后低， 气象专
家建议，尚未完成早稻播种的农户，可
利用前期适温天气， 及时进行播种扫
尾工作；已经覆膜育秧的早稻，需注意
防范高温烧苗，及时揭膜透气；计划播
种一季稻的农户可以利用这次降雨过
程进行蓄水翻耕作业， 并在冷空气过
程结束气温回升时，适时早播。

� � � �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王文 ）今天下午，长沙市住建委
组织部分新闻媒体和市民对长
沙金茂府、长沙万科金域国际等
有代表性的精装修楼盘进行实
地考察时透露， 该市正在着手制
定全装修房实施细则， 精准施策
合理引导，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有效防止投机行为，保
障消费者需求。

3月19日， 长沙市政府办公
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建
商品住宅全装修建设的通知》引
发行业强烈关注。少部分楼盘拟
推出高价精装房，加大房价上涨
的预期。 许多市民通过长沙市
12358价格监督电话、12345热线
等渠道，表达对
房价上涨和精
装房质量的担
忧。 为了防止
“全装修新政”
成为助推开发
商大幅溢价卖
房的工具，针对
市民和媒体关
切的问题，长沙
市住建委积极
走访调研，听取

各方意见， 着手制定实施细则，
防止以全装修之名行变相涨价
之实。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长沙市将从目前本市造价
咨询机构中， 精选信用较好、业
绩突出的约50家造价咨询机构，
采取从中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装修价格核算单位，并加强对第
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定期抽查，对
出具较高装修价格的重点检查，
发现弄虚作假的依法严肃处理，
情节严重的纳入“黑名单”并禁
入后续装修造价咨询。根据购房
消费者的需求，指导开发商合理
定价，满足消费者的刚性需求和
个性化需求。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鹏 黄芬

4月10日， 桃江县马迹塘镇京华
村浏丰溪组的茶园里分外热闹， 许多
村民在采摘茶叶。大家边干边谈笑，有
人还哼起了山歌。

“我们村以前可没有这么热闹。”
村支书瞿召中说， 京华村位于桃江最
西端，是一个贫困村。村里山多田少土
地薄，青壮年多外出打工，留下老弱妇
孺。如今这些翠绿的茶园，以前都是些
荒山。2014年，从村里走出去的刘正兴
回村开茶园， 逐步改变了村里状况。当
时，刘正兴是江西壹陆捌家具有限公司
的老板，公司年收入近3000万元。

“这里四面环山，溪流潺潺，常年多
雾，山上遍布半风化页岩，是种茶理想
的地方。”刘正兴说，他回村创办泽惠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 前后投入600多万
元，在村里流转荒山520多亩种茶。

刘正兴从省农科院引进碧香早、
桃源大叶等优质品种， 并用生态方式
种茶， 不用农药化肥， 严格控制采茶
期。经几年精心培育，今年茶叶开摘，
茶厂进入试产期。因茶叶品质好，制作
工艺上乘， 第一批特级明前茶被抢购
一空。今年，茶园预计可产绿茶、红茶、
黑茶2万公斤，产值可达100万元。

在刘正兴带动下， 村里刘建华等
10多个村民也建起了茶园。原来的荒
山，现在流转出去种茶，每亩每年可得

租金250元。还有100多名村民在茶园
上班，其中贫困村民近20名，人均年收
入超过1万元。茶园生态优良，吸引不
少游客来游玩品茶， 一些村民还办起
了农家乐。

贫困村民刘兴保曾被火烧伤，其
妻子有残疾，2个孩子正在上小学，以
前种几亩薄田望天收，生活十分困难。
如今， 刘家的日子大变样。“我和老婆
在茶厂里做事，每天能赚160元，一年
至少能做8个月。 土地流转给茶园，也
有一笔收入。我们自己还种了茶，茶叶
由茶厂收购， 一年收入也有好几千
元。”刘兴保盘算着，等茶叶采摘完，要
带孩子去县城好好玩一玩， 再买些学
习用品。

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发布

长沙3家企业上榜

长沙着手制定全装修房实施细则

防止以装修之名行涨价之实

精准扶贫在三湘

返乡开茶园 搞活一个村

谌鲲鹏：带着“花瑶”出大山

王彬：用镜头去观察和思考

月桂聊天

� � � � 4月10日，新建的宁乡市横市镇灾后安置集居点，粉刷一新的楼房整齐排列。当天，占地
面积49亩的宁乡市横市镇灾后安置集居点17栋楼房主体全部完工，内外装饰装修进入扫尾
阶段。今年9月，将有84户灾民陆续搬入安置点。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重建秀美
新家园

� � � �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黄德开）省农委、省
供销社今天在长沙举行新闻发
布会宣布，“2018中华茶祖节开
幕式暨新化红茶推介会”将于20
日在长沙神农茶都文化产业园
举行。

据介绍，2018中华茶祖节开
幕式将邀请国家茶叶行业组织
的相关领导、专家，省政府、省直
涉茶部门的相关领导和行业组
织负责人，全省茶叶龙头企业以

及来自全国的茶叶经销商、全国
主要茶叶市场负责人等出席。届
时，新化县还将主办新化红茶推
介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
市民共品魅力新化红茶之神韵。

在中华茶祖节期间，还将分
别在全省相关市州、县市区举行
“品茗思祖活动月”系列活动，用
形式多样的茶事、 茶文化活动，
倡导“全民饮茶”，激发全省人民
缅怀中华茶祖炎帝神农、实现千
亿湘茶产业的热忱。

2018中华茶祖节20日在长举行

� � � �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李贞）通过基于大数据云
的移动应用安全扫描器， 对1.8万
款安卓主流APP应用进行检查，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对全国安卓
手机安全性作出评估。今天，该中
心发布《2017年中国手机安全状
况报告》，显示我国手机安全性最
高的前三名为上海、广东、天津，
湖南地区平均每台手机拥有漏洞
数21个， 安全性排全国各省级行
政区（不含港澳台）第22位。

手机漏洞易导致用户隐私

泄露、支付密码和钱包密码等被
窃取、 手机遭到远程控制等。在
各类威胁手机安全的“攻击”中，
湖南用户感染恶意程序、 遭遇
“钓鱼网站”的情况尤为严重。

去年，手机感染恶意程序数
量地区排名中，我省排第9位，所
感染恶意程序主要以推销广告、
消耗流量等手段，增加手机用户
的流量资费；全省手机遭遇钓鱼
网站攻击数量居全国第4位。报
告建议用户保持手机系统与厂
商最新系统同步更新。

湖南手机安全性“偏低”

平均每台安卓手机有21个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