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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林 欧阳常
海 陈勇）9月21日，桂阳县正和镇
交粮口村，人声鼎沸；西河两岸花
团锦簇、游人如织。该县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 暨郴州市第六届
（桂阳）美食文化节在这里拉开帷
幕， 演员们身穿节日盛装载歌载
舞，欢度丰收节。

据介绍，这届节会内容丰富，
包括交粮口休闲园开园、 厨艺比
拼、农产品展销等，旨在推介桂阳
传统美食，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当天，交粮口村广场一场“厨
艺大比拼”精彩上演。孔雀迎宾、
桂阳血鸭、 老坛酸菜鱼……当地
100多名厨师各显神通，精心制作
了50多道特色菜品，色香味俱全，
游客品尝后赞叹不已。其中，最火
爆的数“湘南饺粑王”，200余个巴
掌大的饺粑被拼成一个长约1.2米
的饺粑，吸引大批游客拍照留念。

“厨艺大比拼”结束后，“千人
长龙宴”一字排开，数百条长桌汇
成一条长龙，大家举杯对饮，共享
传统美食。

节会现场，农产品展销会也着实“火”了
一把。“白水乡酸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酸爽，纯
手工制作，绿色健康。”摊主李华军大声吆喝，
忙得不亦乐乎，一袋烟工夫卖了20多坛酸辣
椒。旁边，新湘蜂业、赵子龙酒业等20余家农
业企业展出的特色农产品， 吸引游客纷纷前
来品尝、采购。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9月21日至22日， 邵阳县
在县城新区大木山振羽广场，举办了电
商下乡扶贫产品展销会，迎接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活动现场，来自全县各地的60余家
农副产品商家及专业合作社，采用线下、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展销。展销现场

还举办了民俗文化展演及“一县一品”扶
贫行动、好网货大赛，参加人数达3万多
人， 现场销售和网上销售交易额达200
多万元。

据悉， 今年， 邵阳县农民迎来大丰
收，全县15万亩花生、大豆、玉米、果蔬等
农产品产量稳步提升， 粮食生产实现14
连增。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吴广
何梦君 记者 徐亚平）今天，岳阳张谷英村
景区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岳阳县首届农民
丰收节暨张谷英晒秋文化旅游节在这里举
行。这届节会以“醉金秋、晒丰收”为主题，
上演“晒秋、摄秋、画秋、品秋”4大篇章，展
示岳阳县在美丽乡村打造、传统文化传承、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村里晒秋喽！”景区大门前广场上，
上演了《张谷英晒秋》民俗文化实景剧。
农民演员手舞足蹈，将平日打谷、晒谷、
晒秋的场面搬上舞台。10时18分， 节会
在龙狮鼓舞表演中拉开帷幕， 童声朗朗
诵丰收、心怀虔诚祭丰收、欢歌笑语庆丰

收等节目逐一上演， 舞蹈演员还邀请嘉
宾与观众一同跳起摆手舞。

记者看到，景区地坪、广场、房前屋
后摆上了盛着辣椒、玉米、豆子等农产品
的竹篾晒盘，与秋色、大屋相映成趣，构
成一幅“醉美金秋”画卷。另一边文化长
廊桌子上，早已铺好百米画布，湖南理工
学院20余名师生用画笔描绘他们眼中
的丰收美景。

随后，“张谷英传统金银宴” 品尝活
动上演，张谷英村村民用传统工艺，为游
客送上一桌精致豆腐宴。孝友广场上，还
展出了以“千张笑脸庆丰收”为主题的摄
影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9月23日，秋分，长沙的雨水几乎下了
一整天。天色黯淡，秋意甚浓，季节在人体
的感受上至此算是彻底完成了由夏向秋的
过渡。

山林中此时节最为鲜艳的颜色仍然是
栾树，此时已果多花少，红色小灯笼点亮了
天空。盐肤木的花开得很随意，白花花的一
蓬蓬，并不好看，然而却是极好的蜜源。

夏日真的已经过去了，木槿和木芙蓉接
替紫薇成为绿化带上的颜值担当， 浅紫深
粉，风姿雅致。法桐的叶子是从边缘开始一
点点枯萎的，银杏叶子则整片由绿渐变至黄
色，盐肤木和乌桕叶要变红还有待时日。

桂花已经香了好一段时间了。 农历八
月古称桂月，中秋节前后，是湖南最早一批
桂花绽放的时间，从不失约。桂花喜湿，气
温正常的年份， 如果雨水多， 就会开放得
早。今年的桂花，不早不晚，刚刚好，也在农
历八月初飘起第一缕桂花香。在湖南，桂花
是不需要寻的。几乎家家户户，每个小区，
都要种几棵桂树，到了此时，便常常会在街
头巷尾与一缕桂香不期而遇。

秋分过后， 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将进入
一年中气温下降速度最快的时期。 一场秋
雨一场寒， 秋分时候的气温已经不起冷空
气打压，早起顿觉遍体清寒，老人小孩忙不
迭添衣加袜。

天文学家把“秋分”作为北半球秋季的

开始。但气象学家认为，应该根据气温的变
化情况来划定各地进入秋季的日期。 我国
气象学家将候平均气温（五天为一候）降至
22摄氏度作为秋季的开始。 根据这种划分
的方法， 我省一般都在9月下旬至10月上
旬入秋。

不过， 不管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怎么
说，我们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秋分的雨一
下，秋意就不辨自明了。

今年秋分连着中秋，中秋与秋分，是颇
有渊源的。

中秋赏月的习俗， 其实源自秋分祭月。
早在周朝，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
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礼记》记载：“天子
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描述
了古代帝王春祭日、秋祭月的礼制。也可以
说，最初的“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

此时暖湿空气消退，天气晴朗的时候，
天空明净，月明星稀。不过，由于秋分这一
天不一定都有圆月，不免有煞风景，后来祭
月赏月就由秋分调至中秋。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坯户，水始
涸”。雷声渐收、虫声渐弱、河塘渐枯，秋是
收敛的季节，阳气渐收，阴气渐藏，万物经
过一个夏季的旺盛生长已趋成熟， 呈现一
派丰硕从容、平静待收的景象。人体此时也
应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
收敛津精，以养内脏。宜食养阴润燥、滋阴
润肺的食物，多喝粥，如百合粥、杏仁粥、贝
母粥等。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9月18日，在常德市武陵区扫黑办，从
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抽调来的欧波在忙
着整理资料。记者采访他时，翻看了5本他
在武陵区和安乡县基层司法所的工作笔
记， 上面记载着他帮群众做的一些事。他
说：“多帮群众做些事，我心里踏实。”

今年45岁的欧波于2002年底考入安乡
县司法局，被分到芦林铺司法所工作。为尽
快打开局面，学财税专业的欧波边工作边学
习法律，并印发工作联系卡，沿芦林铺码头
发放。当地一商户以为他是作秀，当场撕了
联系卡。这让欧波更加坚定信念：“要获得大
家认可，一定要多为大家分忧解难。”

当地一村民长期在外务工， 夫妻因两
地分居而闹起了离婚。 家人通过联系卡找
到欧波。欧波租摩托车，5次到其家中调解。
最终两人还是离婚了，但在欧波的调解下,
双方对小孩抚养、老人赡养、财产分割等方
面做了妥善处理，没有留下后患。

2003年至2004年，是农村土地纠纷发
生较多的时段。 土地纠纷涉及群众根本利
益，很难调解。欧波带着调解文书和公章四
处跑， 最多的一天调解了3起土地纠纷。安
德乡有一户村民租了一块地种棉花， 土地
“主人”却改了主意，擅自把地租给第三方，
于是三方起了冲突。欧波调解时，有一方出
言不逊威胁他。欧波没有畏惧，摆事实、讲
法律、谈后果，反复磨了三四轮，最终保护
了受损方的合法权益。

欧波始终把群众的诉求放在心中，努
力维护群众正当利益。 安乡县安裕乡有一
块四五十亩的水面， 由外乡人齐某夫妇承
包。 在合同没有到期、 也没有协商的情况
下， 由村里转租他人。“我们不能牺牲养殖
户的利益。”面对乡村两级支持第三方承包
的压力，欧波立场鲜明，他前后一个多月奔
走于乡村和养殖户家里， 让齐某夫妇得以

按合同继续承包。
2010年，武陵工业园一个薯片生产企

业与津市白衣镇荷花村签订了马铃薯收购
协议，后来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以马铃薯
不合格为由拒收，引发跨区域涉农纠纷。欧
波冒着大雪，经过两天沟通，使该企业拿出
3万元，弥补了农户的损失。

在基层工作这些年， 欧波平均每年调
解纠纷100件左右， 签订书面调解协议40
多份。他总结的调解“三步法”———普法宣
传、向纠纷双方发放告知书、司法调解，在
常德市司法系统推广。2011年后， 欧波在
武陵区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 在册矫
正对象有200多人，没有一人脱管漏管。在
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期间， 他每年
受理申请200多件，没有出现一起投诉，多
次受到省、市、区有关部门表彰，被评为“湖
南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

■点评

欧波多年来坚守基层一线， 为群众宣
讲法律法规、用心化解矛盾纠纷、依法履行
职责，维护了一方和谐稳定，获得广大群众
的肯定和好评。

“多帮群众做些事，我心里踏实。”爱岗
敬业、心系群众，欧波身上体现的这种为民
情怀与奉献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龙虎 伍逊

“老邓，明天就过中秋节了，我来看看你。”9
月23日上午10时许，衡阳县委书记曾秀提着一
盒月饼， 来到其精准扶贫联系点西渡镇盘龙村
达木组，看望贫困村民邓隆付。

“我要向你报个喜！”邓隆付高兴地把曾秀
迎进门，“我家新房搞好啦， 可以搬进新房过中
秋节了。”

邓隆付的新房坐东北朝西南， 邻近村道，出
行方便。建筑面积115平方米，有3间住房，还有厨
房、冲水式厕所，房内配了冰箱、电视机等家电。

“党的政策好， 过去住新房， 我想都不敢
想。”邓隆付说，他今年54岁，全家三口人，儿子
患精神病，自己患慢性病，家庭生活来源主要靠
种田。以前住在不足40平方米的红砖屋里，屋顶
漏雨、侧面漏风。

今年3月初， 曾秀到盘龙村走访贫困户，看
到邓隆付家住房特别困难，叮嘱镇、村干部筹措
资金，帮邓隆付建新房。今年7月初，邓隆付家新
房主体竣工。

村党总支书记邓亚平告诉记者， 盘龙村属
省级贫困村。2016年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有37
户109人，其中无房户、危房户13户40人。

从2016年5月开始，西渡镇党委、镇政府把
盘龙村危房改造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先后对贫
困户邓盛治等8户危房进行了改造，改造总面积
510平方米；对邓隆付等5户D级危房户、无房户
进行房屋重建、新建，共建房550平方米。

“贫困户房屋重建选址一般在村道旁，交通
以及用水、用电都很方便。”邓亚平说。

西渡镇党委书记胡胜利告诉记者，目前，盘
龙村还有3户贫困户的危房正在改造中，明年元
旦前能全部完工。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9月23日是我国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宁乡市大成桥镇永盛村湘
都生态农业园举行“南瓜庆丰年”主题活动，通过南瓜采摘、搬南瓜比赛、
南瓜长桌宴和南瓜雕花展等，让广大游客尽赏田园风光，乐品秋收味道。

上图：搬南瓜比赛。右图：南瓜雕花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刘汉光 摄影报道

体验丰收喜悦

风清露冷秋期半

欧波：
“多帮群众做些事，我心里踏实”

� � � �欧波 姜鸿丽 摄

搬进新房过中秋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唐耀东)9月23日，永州市双牌县五里
牌镇中心敬老院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该县
部分志愿者带着孩子来到敬老院， 动手为
老人们做月饼。

在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让广
大未成年人接受爱心教育， 让广大孤寡
老人、 困难群众和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 永州市各级各部门干部职工和

爱心人士走进敬老院、社区、村组，开展
献爱心活动。目前，该市有6000多个家庭
主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 困难群众和留
守儿童，送去节日问候，有的还一起动手
做月饼。

同时， 永州市不少企业也积极为孤寡
老人和困难群众送去节日关怀。据悉，全市
已有近2000家爱心企业组织员工，走访慰
问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

永州爱心月饼香

9月22日，嘉禾县珠泉镇闪亮地带汽贸城，员工和居民一起猜灯谜。当天，该镇鳌峰社
区联合辖区企业开展“猜灯谜·庆中秋”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社区居民、企业
员工文化生活，营造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 黄春涛 李建梅 摄影报道

猜灯谜 庆中秋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鲁红 邢玲）9月
28日，根雕主题文旅项目天意木国将在益
阳东部新区鱼形山旅游风景区开园。 记者
21日从益阳东部新区文化旅游度假区启
动暨天意木国开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天
意木国开业， 预示着益阳东部新区文化旅
游度假区正式启动。

天意木国拟总投资60亿元，主要以奇根
珍木为主体元素， 打造成集旅游、 文化、艺
术、养生、健康、教育为一体的文旅综合体。

项目规划了奇根珍木展示区、一带一路木博
园、五星级木文化主题酒店、红木别墅群、艺
术交易中心等一系列木文化主题内容。

28日开业的一期项目为奇根珍木展
示区，占地面积286亩，投资2.8亿元。展示
区收藏有上万件大型根雕作品和数百件大
型根材， 由全世界各地收集的枯木断根加
工创作而成，展品规模之大、品种之多、工
艺之美，在业内首屈一指。展示区将成为文
化传承和科普教育的艺术基地。

天意木国根雕主题文旅项目即将开园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王晗 通
讯员 张晶）21日上午， 湖南金融中心路网
建设项目在长沙集中开工。记者了解到，总
长为3015米的6条道路总投资超过2亿元，
预计于2019年完成建设。

位于湖南湘江新区核心区域的湖南金
融中心， 围绕省级金融中心定位， 按照
“3+X+1+1”金融生态体系，大力发展区域
特色产业链金融，已逐渐成长为长沙“陆家
嘴”。截至目前，已聚集银行、证券、保险、基
金类机构230家， 汇聚1900多亿元的管理

资产规模，吸引众多企业和人才落户。
根据规划设计，湖南金融中心将对过境

交通、到发交通、人行交通等进行分层而治，
目前路面和地下交通系统正稳步推进。本次
集中开工的路网建设项目包括西江路、银观
路、支路八、双河路、北津城西路、北津城东
路等6条道路，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
市骨干路网，大大缓解该片区日益增长的交
通压力，并与轨道交通4号线、6条过江通道、
湘江航道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实现片区与周
边的互联互通、内外畅通。

湖南金融中心路网建设项目开工
6条道路总长3015米，预计2019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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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林 欧阳常
海 陈勇）9月21日，桂阳县正和镇
交粮口村，人声鼎沸；西河两岸花
团锦簇、游人如织。该县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 暨郴州市第六届
（桂阳）美食文化节在这里拉开帷
幕， 演员们身穿节日盛装载歌载
舞，欢度丰收节。

据介绍，这届节会内容丰富，
包括交粮口休闲园开园、 厨艺比
拼、农产品展销等，旨在推介桂阳
传统美食，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当天，交粮口村广场一场“厨
艺大比拼”精彩上演。孔雀迎宾、
桂阳血鸭、 老坛酸菜鱼……当地
100多名厨师各显神通，精心制作
了50多道特色菜品，色香味俱全，
游客品尝后赞叹不已。其中，最火
爆的数“湘南饺粑王”，200余个巴
掌大的饺粑被拼成一个长约1.2米
的饺粑，吸引大批游客拍照留念。

“厨艺大比拼”结束后，“千人
长龙宴”一字排开，数百条长桌汇
成一条长龙，大家举杯对饮，共享
传统美食。

节会现场，农产品展销会也着实“火”了
一把。“白水乡酸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酸爽，纯
手工制作，绿色健康。”摊主李华军大声吆喝，
忙得不亦乐乎，一袋烟工夫卖了20多坛酸辣
椒。旁边，新湘蜂业、赵子龙酒业等20余家农
业企业展出的特色农产品， 吸引游客纷纷前
来品尝、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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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英村

助扶贫 迎丰收邵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