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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海碗“四没有”
“先照相！ 都不准动筷子！ ”
靖港八大碗上桌，10多位“好呷鬼”拿出

手机，一顿“咔嚓”（呷，方言音qià，吃的意
思）。

国庆黄金周里，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古镇
名厨肖力，一天炒菜四五十桌，非遗美食———
靖港八大碗最俏。

“你这八大碗，一没味精，二没鸡精，三没
酱油，四没色素，怕是清朝、民国才有的菜。 ”
一位美食人士问肖力。

“正是啊。 至少是50年前的味道，本色本
香，原汁原味。 ”肖力答道，“我的先祖肖舜卿
（1880-1938），于清末创制‘芦花江小吃’、靖
港八大碗，我是第四代传人。 去年，政府挂牌
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是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

“八大碗”盛于清朝，风行于北方，如满族
八大碗、老北京八大碗、清真八大碗、关中八
大碗等，长江以南则不多见。

“湖南八大碗，业界公认靖港八大碗历史
最早，最正统，最有名。 ”肖力说。

一层“橄榄”爽爆口
“一桌挑夫，吃不完一席八大碗。 ”
靖港八大碗，8个海碗，分量足，口味新

鲜，食材考究。 圝（音luán，完整之意）鸡、圝
膀子（肘子）、扣肉等湖南特色菜必备；牛羊鸭
鱼，山珍海味，千变万化，依客人口味入碗。

第一大碗，必是全家福，又叫“七层楼”，
依次是虎皮蛋、猪脚、红烧肉丸、橄榄肉丸、蛋
卷共5层，第6层心舌鱿鱼木耳盖码，码汤沁

入碗底是第7层。汤汁不能多，是“干杂烩”，不
是“水杂烩”。其中的橄榄肉丸，脆、嫩、软、爆、
爽，口感极佳。

其他海碗，上席讲究顺序、寓意。开席、撤
席有小碟，一般是八小碟，最多达十六小碟。
菜价有普通实惠价，也有高档珍稀价。

肖力称，他做的靖港八大碗，完全依“古
法”，祖宗怎么做，他原原本本照做，不去“改
革”，只做继承、传承，还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
面目。 猪肘、扣肉、肉丸、八宝果饭等，提前做
好，发笋子提前几天，决不搞商业性快餐。

一个粑粑一栋楼
“船到靖江口，顺风都不走。 ”
靖港素为军事、商业重镇，湖南有名的米

市、盐市，日聚三千乌舡（方言音gāng，货
船），夜泊上万商贾。 商人到此，好
吃好玩乐不思蜀，“芦花江小吃”、
靖港八大碗非常有名。

肖力的非遗展示、展销基地，
悬挂“芦花江” 注册商
标、“靖港八大碗” 非遗
招牌，是靖港的地标、名
片， 吸引了很多
游人、粉丝。 肖力
红案、白案俱精，

手艺主要来自祖传，也有名师传艺。
“我师傅炸糖油粑粑，一门手艺，起一栋

楼，嫁一个女，收两个媳妇。 ”
肖力做正宗的糖油粑粑，猪腰子形，手磨

糯米粉，有嚼头。 他拜的师傅叫胡又爹，靖港
本地人，做糖油粑粑远近闻名，发了财。 师傅
已过世，肖力是关门弟子，独传绝招。

“糖油粑粑一锅金，白糖饺子一锅银。”肖
力55岁，正当干事业的年龄，承继了祖辈的手
工饺子、饺耳（馄饨）、米粉、米豆腐、百粒丸、
擀面、香干、卤菜、腌菜、腊味等手艺，一人能
做300多种“古法”靖港小吃、菜品。

通讯员 陈艺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名片
� � � � 凌俐，女，1988年出生于长沙，一位
热爱手账文化的小姐姐。 她开办“尘埃手
作”手账店，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手账，感受
纸笔间传递的美好点滴。

故事
� � � �桂花飘香时节，长沙天心阁北。 行至
高正街牌坊下，右拐进张家巷，走过几家
古朴屋舍，一家名为“尘埃手作”的小店映
入记者眼帘。

不同于周围灰砖青瓦的悠悠历史感，
这家店充满新奇。 几张小桌铺满了贴纸，
陈列架被印着植物、人物等图案的胶带占
据，立柜里全是布料、棉线。

“我买这本旅行手账和两个印章。”恰
逢国庆假期，店内来了不少学生顾客。 店
主凌俐身着围裙， 亲切地招呼着每位客
人。

这是一家在年轻人群体流行的手账

店。 手账，源于日语，指经常带在身边，记
载心想、要做、怕忘的各种事情的小型记
事本。 与传统的“日记”相比，手账更加丰
富、精美，设计有时间轴、周计划、交通图、
度量衡等功能。 一日一页除了记录心情，
还用照片、贴纸等素材装饰点缀，或用笔
涂鸦，图文并茂。

“手账记录生活，不仅能让人发现生
活之美，还能提升时间管理效率，吸引了
很多年轻人。”凌俐介绍，自己从小学二年
级起，便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随着手账
的兴起，凌俐深深地爱上了这种以纸和笔
为基础的新兴文化。

在自己30岁生日前的一天，凌俐想：
何不自己开一家手账店，让更多人了解手
账文化，分享生活的美好？

于是， 凌俐拿出工作多年的积蓄，于
2018年4月在长沙开了自己的手账店，取
名“尘埃手作”。

“尘埃是颗粒状，很小但无处不在，既
尘埃落定，又有万般可能。 ” 凌俐说。

走进“尘埃手作”， 记者看到， 这里
不仅售卖手账商品， 还为顾客提供写手
账的环境。 几个年轻人正围坐在店内的
一张长桌前， 各自记录着， 偶尔交换手
工， 轻声交流着、 笑着。 秋天的阳光洒
在他们身上， 照出了静谧美好的青春模
样。

“我们有时和客人一起写手账、聊天、
吃美食，不知不觉到深夜。” 谈到顾客，凌
俐格外开心。尽管店内只有她和一位小伙
伴打理，但她们有时和顾客一起做五六个
小时的手鞠球也不觉得累。

因为手账，凌俐和许多客人成为好朋
友。 他们交流着各自的生活故事、喜爱的
新潮文化。

“每天和他们打交道，我又找回了上
学时最纯净的心态。”在凌俐看来，手账透
视不同的人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尘埃
手作’了解手账，感受纸笔间传递的美好
点滴。 ”

凌俐：
用“手账”记录生活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何淼
玲 通讯员 曾妍 胥佳宁 ） 为充分发挥
律师在民事诉讼中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的
作用， 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保证
人民法院查明事实， 省高级人民法院最
近制定并印发 《关于在民事审判和执行
程序中实行律师调查令的工作规程 （试
行）》， 并已于10月1日起施行。

律师调查令是指在当事人及其诉讼
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
情况下， 经案件代理律师书面申请， 由
受理案件法院批准签发， 由指定的代理
律师向特定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调查收集特定证据的法律文件。

《规程》要求，申请律师调查令调查收
集的证据限于由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保存的，且在申请之前已经形成的有
实物载体的证据， 但如果有涉及国家秘
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情形的，不适用
律师调查令。 代理律师可以在案件的起
诉、审判、执行阶段提出申请调查令，并提
交申请书、当事人委托书等材料，申请书
应当载明案件编号等需要说明的具体事
项。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由合议庭、独任
法官或者执行法官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并
签发调查令，调查令应当载明案件编号和
律师调查令编号等内容，有效期限最长不
超过15日。

《规程》 明确了律师调查令的法律
效力， 有协助调查义务的自然人、 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的法律责任和律师义务等，
规定代理律师如果有伪造、 变造律师调
查令等滥用行为， 签发法院可以予以惩
戒。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谭浩） 全省51位科技扶
贫专家服务团团长，今起开始接受为期5
天的专题培训。 上午在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举行的培训班开班仪式上， 省委人才
办、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要求，面对科技扶
贫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各位团长要进一
步提升政治站位，增强工作本领，展现更
大作为。

据悉，此次培训班的主要任务是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全面落实芙蓉人
才行动计划， 推进固基兴业扶才工程，更
好地发挥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在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

作用。省委组织部和省科技厅精心安排设
计了培训课程和实践活动，涉及习近平人
才发展新思想、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农业
创新平台建设、产业扶贫及县域特色产业
培育、省农村科技政策和扶贫政策解读等
丰富内容。

全省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自3月成立
以来，在振兴乡村产业、推进科技服务、培
育人才队伍、整合各类资源等方面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如协助当地理清了优势产
业，各类科技扶贫工作者直接创办、领办
或以联合开发等形式创建了一批龙头企
业，实现了新技术、新品种、新材料、新工
艺等科技成果的加速转化，增强了基层造
血功能、积蓄了乡村振兴后劲。

全省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
团长专题培训班开班

律师调查收集证据
添“利器”

省高院印发专门工作规程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杨元崇）今天上
午，省文明办和吉首大学联合举行发布会，发布
“湖南乡风文明建设‘千村万户大调查’”优秀成
果。

据介绍，去年12月8日，吉首大学率先成立
“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 并于今年6月
30日与省文明办组织开展全省乡风文明建设
“千村万户大调查”活动，这也是省文明办与高
校合作的首次尝试。

期间，吉首大学的专家学者、青年学生，深
入全省14个市州的1000个以上行政村，走村入
户，调查走访10000户以上农户。他们用脚步丈
量大地，走村入户访乡风，形成了一批优秀的湖

南乡风文明建设大调查报告。 其中，3万余字的
主报告《湖南省乡风文明建设调查报告》获团队
特等奖，《益阳市谢林港镇文明村镇创建调查报
告》 等15篇获评团队优秀调研报告，《宁乡市大
屯营镇石家湾社区乡风文明建设调查报告》等
51篇获评个人优秀调研报告。

“湖南乡村振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廖胜刚
教授指出， 这些调研报告围绕农村公共文化阵
地建设、村容村貌、移风易俗、乡规民约、传承优
秀民间文化和基层党建， 组织引领乡风文明建
设等展开论述。 报告内容有见闻、有感悟、有情
怀、有温度和接地气，对湖南加强乡风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 � �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69周年华诞
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第49届世界邮政日。

当前， 湖南邮政业发展的基本面总体向
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快速
成长阶段。 2017年，我省邮政业业务总量完成
192亿元，业务收入完成136亿元，同比增长分
别达到34%和2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快递业
务量突破6亿件。 行业支撑我省电子商务交易
1500亿元，直接吸纳就业超8万人。

在看到成绩和机遇的同时，我们更要清醒
地认识到，我省邮政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
业情尚未改变，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的任务还
很繁重，转变发展方式、完善行业生态体系的
任务还很繁重，实现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任务还很繁重。

我们要发挥行业优势， 融入国家大扶贫

格局， 推广“寄递+农村电商+农特产品+农
户” 产业扶贫模式， 打好邮政业服务精准脱
贫攻坚战。 要大力推进邮政快递企业进政务
大厅， 重点推广“网上办事+网下寄递” 模
式， 化解政务烦苛， 更深更广更好便利人民
群众办事需要。 要强化基层员工的权益保障，
改善一线工作环境， 提升社保等基本权益保
障和职业发展保障水平。

要丰富服务功能拓宽联动领域，聚焦现代
农业打造特色农产品“直通车”，聚焦先进制造
业探索设立“移动仓库”，聚焦跨境电商建设跨
境网购“桥头堡”。 要推动大包裹、供应链解决
方案、即时配送、众包递送等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 要加快与互
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
深度融合，打造智慧供应链体系。

要加快推进“快递入区”工程，大力发展第
三方和智能终端服务体系， 加快末端转型升
级，全力推动末端变革。 要贯彻以人民安全为
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寄递渠道安
全联合监管机制作用，全面落实寄递安全“三
项制度”，加快“绿盾”工程建设，进一步落实区
域总部企业对全省网络安全、质量、稳定的主
体责任，治理“加而不盟、连而不锁”“末端网点
违规收费”等问题，助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

新时代正是邮政行业建功立业、大有可为
的黄金时代。 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行业力量，
为全面建成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湖南邮政业
而努力奋斗！

湖南乡风文明建设大调查成果发布

� � � �凌俐 通讯员 摄

加快建设与小康社会
相适应的湖南邮政业

湖南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汉荣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李嘉 游慧）湖南福利彩票发行史上首个亿元大
奖，今天在省福彩中心被领走。

10月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
第2018116期开奖。 当期双色球全国共中出44
注一等奖，单注金额为530余万元，其中湖南彩
民独揽30注一等奖。经省福彩中心机房检索，这
30注一等奖全部出自长沙市雨花区小林子好运
气彩票投注站，站点编号第43019390号，投注
时间为10月3日下午3时44分，中奖彩票是一张
一注单式号码投注30倍的彩票。

10月5日，省福彩中心紧急召开会议，研究
大奖兑奖相关事宜，精心制定兑奖预案。长假后
上班第一天， 省福彩中心专门开辟大奖兑付绿
色通道，安排专人接待兑奖者，并全程陪同。 上
午11时许，一位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墨镜、
用黑色厚口罩遮脸的男子出现在兑奖室， 他看
上去中等个头、50岁出头， 工作人员仔细查明，
这名男子就是大奖中奖者， 兑奖者税前总奖金

高达1.59亿元，税后实得奖金为1.27亿余元。 兑
完奖后，他跟媒体记者见了面。 根据国家《彩票
管理条例》 和本人意愿， 他对媒体关于姓氏籍
贯、工作性质、家庭情况等敏感信息的提问，予
以了婉拒，但告诉大家自己买彩票10多年了，中
大奖后已经将喜讯告诉了家人，怎么花这笔钱，
全家人还没想好，自己以后还会再买彩票。

记者通过省福彩中心了解到， 本次大奖得
主所中的这张彩票，先是机选五注，他发现其中
一注号码看着顺眼，便用笔记下来，再对这注号
码花60元进行30倍倍投， 幸运之神就这样落到
他的头上。 其实，去年他就中过一次双色球四等
奖，当时是投了45倍，得到9000元奖金。

据省福彩中心介绍， 我国福利彩票自推出
双色球、大乐透玩法以来至今，全国共产生了41
次亿元以上大奖， 湖南是第一次中出一亿元以
上的奖金。 今年截至10月6日，全省累计销售福
利彩票67.57亿元，同比增长2%，为各级政府筹
集福彩公益金18.53亿元。

湖南福彩兑付史上首个亿元大奖

漫画\张杨

� � � � �荨荨（上接1版）
“作为湖南加强洞庭湖生态保护的‘桥

头堡’， 我们把生态检察作为履职生命线，
着力加强专业化建设，集聚职能优势，提高
办案效率。” 岳阳市检察院检察长罗青称。
目前， 该市实现了市县两级检察机构对生
态环保领域的全覆盖， 共设立驻环保部门
检察室11个，构筑了治理水、大气、土壤、湿
地污染和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防护体系。

岳阳市、县党委政府“两办”发文，将
公益诉讼纳入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检
查内容、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和全市综合绩效考评内容，开启了检察履
职的“绿色通道”。

试剑：部门联动，锋芒初露
近年来，岳阳市检察机关主动出击，

积极拓宽监督渠道，与职能部门联动，持
公益诉讼之利剑，对生态违法企业施以严
惩，在生态检察的道路上初现锋芒。

君山区居民罗某，无证开办养猪场，
污水直排河流。接到举报后，区检察院调
查核实，进行公益诉讼立案，并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督促负有监管责任的岳阳市环
保局君山分局、君山区农业局依法履职。
很快，两局分别下令停止排污、督促完成
排污设施整改。君山区区长李勇说：“检察
机关公益诉讼已成一柄环保利剑！”

屈原管理区砂石资源丰富，长期有大
量挖砂船舶在此作业，污染花果山河段饮
用水源。今年4月，区检察院对涉及两个
行政区的岳阳市环保局屈原分局、汨罗市
地方海事处和汨罗市环保局进行公益诉
讼立案调查，督促两地三方联合执法，最
终责令挖砂船停止作业。

华容县藕池河沿岸遍布蔬菜加工厂，
部分企业因排污不达标造成了水质污染。
今年4月， 该县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立
案，督促县环保局撤销了排污口设在藕池
河的湖南再君菜业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
并处以10万元罚款。

一年多来， 岳阳检察机关通过办案，
督促关停和整治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和
养殖场43家、排污口29个；督促治理恢复
被污染水源地4940余亩； 督促清除有毒
有害废物516吨。

亮剑：雷霆之势，还湖清净
心装“绿色”，不负“蓝色”！在推进岳

阳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检察为“绿色江
湖”筑起了坚实的法治屏障。

多年来，非法电鱼一直是破坏洞庭湖
生态的顽疾。今年1月，吴某某等12人在
洞庭湖非法电鱼2150公斤。 岳阳楼区检
察院调查后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仅要承
担刑事责任，还应对已破坏的水生生物资
源进行补偿。为了形成震慑和教育引导作
用， 该院对12名被告人向法院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提出公诉意见要求
12名被告人于6月30日前在指定水域放
流一定数量鱼苗。6月25日， 该检察院将
被告人被罚8万余元购买的400万尾鱼苗
投放到洞庭湖内。这是岳阳市首次举行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增殖放流活动。

田螺是淡水底层生物链，一旦破坏将
危及整个湿地的生态平衡。今年3至4月，
陈某某等4人多次前往东洞庭湖华容县
二围子水域，非法捕捞国家水产种质资源
物种中国圆田螺1484.5公斤。县检察院对
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8月30
日，法院分别判处4名被告人6个月至1年
不等的管制，并处罚金。

生态检察，既护绿色江湖，亦护绿色精
灵。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汪某某等在
湘阴横岭湖自然保护区捕杀52只小天鹅牟
利；李某等人则非法收购出售。湘阴县检察
院以汪某某等14人分别犯非法猎捕、杀害、
出售、 收购濒危珍稀野生动物罪向法院提
起公诉，并请求判令汪某某等停止侵害、赔
偿损失、赔礼道歉。今年9月18日，汪某某等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1年不等，并
被处罚金。

利剑高悬护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