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李扬）1月28日， 湖南
磁浮集团与凤凰县政府签订凤凰磁
浮文化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协议，项目
分三期规划建设，其中一期线路全长
11.2公里，总投资约25亿元，计划今
年动工建设，建设工期约2年。

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从凤凰
高铁站出发，连接凤凰城北和古城核
心景区，并与途经凤凰的张吉怀高铁
同步开通。 该项目拟通过“磁浮+文
化+旅游”， 将现代轨道旅游装备和
凤凰人文自然底蕴完美融合，在国内
首创“磁浮+文化+旅游”新业态、新
模式、新体验。 湖南磁浮集团将和凤
凰县政府携手合作，通过打造磁浮旅
游产品、进行磁浮旅游策划、构建磁

浮旅游生态，打造便捷、品优、精彩、
美好的旅游体验闭环， 实现高质量、
新内涵文化旅游产品供给，激发和满
足广大游客日益升级的高品质旅游
消费需求。

湖南磁浮集团由湖南轨道交通
控股集团牵头发起设立，致力于打造
世界一流的磁浮交通综合解决方案
服务商。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赋予
旅游轨道交通全新的生命力和商业
价值，将极大促进凤凰城市和旅游品
质全方位升级。湖南磁浮集团将以该
项目签约为契机，在未来和国内外知
名旅游景区因地制宜、 通力合作，落
地更多“磁浮+文化+旅游” 标杆项
目，将湖南磁浮产业打造成湖南省新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后可坐磁浮游凤凰啦
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签约， 计划今年动工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1月28日，春节临近，湘阴县金
龙镇香杉村，家家户户贴上大红春
联，显得格外喜庆。绿树掩映下，一
栋两层楼房内传出叮叮当当的声
响。 楼房前坪，一串串毛笔头架上
挂，随风轻轻摆动，如同丰收的果
实。

这里，是“岳州笔庄”掌门人易
星亮自家的手工制笔作坊。易星亮
系着围兜，就着灯光，用梳子细细
理顺已过脱脂工序的原毛，然后用
竹尺量出长短， 用笔刀切割出层
次，线绑笔头，修整笔杆……

“春节前后，要毛笔的人增多，
手工制作的毛笔更是供不应求。 ”
易星亮整理着自己苦心研制的10
多个毛笔新品种。桌上摆着琳琅满
目的毛笔， 他给每一件都编了号，
爱不释手：“每一支都代表一个系
列，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 ”

56岁的易星亮，跟毛笔结缘已
40多年了。 他说，明清时期，毛笔制
作行业有两大流派， 一个是浙江湖
州的“湖派”，另一个就是以湖南为
产地的“湘派”。“岳州笔庄”的前身
“易人和毛笔社”制作的湘笔，是出
口中转站———香港各大商行的免
检产品。易星亮小学毕业辍学后，师
从湘笔制作大师易人和，几经周折，
毛笔早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传承湘笔的精髓， 须尊重湘
笔千百年来的精神。 制笔作坊内，
易星亮与当地的易汉军、 易正明
等6名老师傅在忙碌， 分别负责水
盆、 斗笔、 整笔、 装饰等不同工
种。 一簇黄鼠狼尾部的毛发， 经
过捉毛、 石灰浸毛、 毛梳成片、

齐毛、 切毛、 整毛等工序后， 慢
慢才有了笔头的雏形。

“一支传统的纯手工毛笔，最
多要经过120多道工序才能制成。
只有每一道都做到精湛，才能制作
出尖、齐、圆、健的‘四德’毛笔来。 ”
说完，易星亮用已被牛角梳扎得生
了厚茧的双手，小心翼翼将笔头与
笔杆组合起来，一支新毛笔跃然眼
前。 他目光如炬，又喃喃自语：“毛
笔取自天然，经过我的手才变成艺
术品，我的心就是它的魂。 ”

“岁月变迁，随着书写方式和
工具的变更，湘笔渐渐衰落。 振兴
湘笔，是我一生的最大梦想。 ”兴之
所至，易星亮展示了易人和受省政
府邀请担任省外贸公司毛笔类出
口产品技术领头人等相关历史资
料。 令人遗憾的是，因制笔过程单
调、枯燥，如今村里制作毛笔的师
傅越来越少。

让易星亮欣慰的是， 儿子易
宇航几年前放弃了优渥的工作，
回到他身边继承了祖业， 立志要
将毛笔制作手艺发扬光大。 为了
让儿子了解制笔历史， 易星亮经
常带着儿子登门求教， 听老师傅
讲述制笔的故事。 前年， 易星亮
父子完成了一件家庭大事： 他们
在自己制作的毛笔笔杆上刻上了
“岳州笔庄” 的字样； 亮明身份，
彰显的是自信和责任。

春节将至， 岳阳市王家河畔，
易星亮父子共同创办的“岳州笔庄
语墨艺术空间”翰墨飘香、门庭若
市。 易宇航利用春节机会，策划组
织了名家书画作品展，特意将“岳
州笔庄”的笔一起展示，颇受市民
青睐。

为让“岳州笔庄”的笔走进大
众视野，易宇航特邀当地书法家试
笔论道，并拍摄成视频短片，通过
网络传播， 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体
验，并通过电商等平台，将毛笔卖
到了国外。 得知“岳州笔庄”开通了
宣传湘笔的微信公众号，当地艺术
家也纷纷点赞、转发，还有外地游
客慕名而来，一睹“岳州笔庄”毛笔

的神采。
春节临近， 易星亮没时间休

息，他正加紧给北京、上海的艺术
家制作定制的毛笔。 如今，有了儿
子加盟， 他更放心地回到制笔一
线，研制新笔，乐此不疲。谈及新愿
景，易星亮动情地说：“服从内心的
召唤，继续做精做响‘岳州笔’，让
湘笔传承久远。 ”

老笔匠的新愿景 � � � � 湖南日报 1月 29日讯 （记者
易禹琳 ） 今晚， 2019湖南卫视春节
联欢晚会在长沙现场直播。 晚会以
“喝彩中国年” 为主题，分成“喝彩辉
煌巨变改革开放40年”“喝彩硕果累
累的新农村”“喝彩突飞猛进的中国
造”“喝彩美好生活的幸福感”4个篇
章。由汪涵、何炅领衔主持， 费玉清、
李宇春、 张杰、 周笔畅、 韩磊、 凤
凰传奇等实力唱将陪观众一起过小
年。

今晚的湖南卫视春晚， 主舞台
从整体上呈现的是极富中国风的
“同心圆”造型，象征着阖家团圆、和
和美美的新年寓意。 节目喜庆热闹，
以凤凰传奇《红红火火中国年》歌舞
开场，接着是钱枫、韩雪的《年夜饭》，
沈小龙小品《那些年》，雷佳一曲优美
《飞歌》，钟丽燕、王凯唱响《新的天

地》，新生代合唱《祝你新年快乐》和
山西稷山高台花鼓《踏鼓迎春》，给观
众带来浓浓的年味和新春的祝福。
从湖南卫视走出的李宇春、 周笔畅、
张杰今晚团聚。 李宇春中国风歌曲
秀《口音》和周笔畅《用尽我的一切奔
向你》尽显青春激情，张杰用一首温
暖的《一路之下》，鼓励人们在逆境中
坚持成为最好的自己。因《声入人心》
而被人们熟悉的8位“美声”献唱《八
百里洞庭美如画》《诗人的旅途》《化
蝶》，惊喜不断。

最让观众感动的是， 湘籍歌手
陈香水献唱 《牵着春风进山村》， 用
美妙歌声讲述了十八洞村扶贫路上
攻坚克难、 走向富裕的故事。 晚会
还直击世界上最长跨海大桥———港
珠澳大桥通车建设者团圆宴现场，
向平凡劳动者致敬和祝福。

湖南卫视春晚
小年夜“喝彩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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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通讯员
兰志荣 刘源 记者 彭雅惠）今天，省
审计厅发布消息， 全面部署我省
2018年度预算执行审计工作， 计划
采取大数据审计与现场审计相结合
的方式，对省委党校、省教育厅等17
个部门进行审计， 对其他一级预算
单位， 依托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级
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通过信息化手
段，实现全覆盖。

与往年不同， 我省2018年度预
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将首次上报省
委审计委员会， 因此审计工作启动
更早、要求更严、标准更高。

省审计厅表示， 审计主要围绕
被审计单位的职责职能发挥， 紧盯
被审计单位权力运行，以及资源、资
产、资金管理使用与处置等情况，突
出关注六个方面。

关注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的到位
性。 包括被审计单位在推进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服”改革等重
点任务；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支持经
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职责履行情
况等。

关注预算管理的科学性。 包括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的全覆盖情况；预算管理是否符
合预算法的规定，重点揭示年初预算
不完整、代编预算不合理、年初预算
不细化年中大量追加等问题。

关注支出预算的效益性。 包括
财政支出结果和政策落实情况；重点
支出预算安排、重大项目实施和绩效
评价等关键环节等。

关注转移支付分配的公平性。
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的真
实性和可持续性；省级专项资金深度
整合情况等。

关注部门预算执行的合规性。
包括财政资金二次分配权力集中、使
用财政资金数额大以及下属单位多
的部门预算收支是否完整，收入是否
如实反映，支出项目是否真实、有效，
有无虚列、截留、挪用等问题。

关注党风廉政建设的持续性。
包括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
细则、国务院“约法三章”、省委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办法等情况，
揭示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摊派转嫁费
用，违规转移套取资金等问题。

据了解，17个部门预算执行审
计组已于1月28日进点， 计划于3月
31日前结束现场审计。

审计工作报告将首次上报省委审计委员会
我省启动

2018年度预算执行审计

湖南日报记者 吴晓华

农历的年底，灰蒙蒙的雾弥漫
在天空，就像过年的“年味”在悄悄
地聚集。 在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
道红氮南院小区，一些户主的阳台
挂晒着鱼肉，也有早早地贴了春联
的，节日的气氛渐渐浓起来。

1月26日是周末，周爹的几个儿
女，各自拖家带口前来聚会。 用大女
儿阿玲的话说，既是来陪陪老爷子，
也是为春节团圆“预热”。 阿玲是资
深军嫂， 在长沙市岳麓区一街道办
做社区工作，平时有点忙。 一大家子
人，嬉嬉笑笑，甚是热闹。 周爹忙里
忙外，满心欢喜，他最喜欢热闹了。

红氮南院小区建于40多年前，
当时属于望城的“地标”性建筑。 当
记者进入小区大院时，感觉规划并
不规整，但“曲径”通幽，进入最里
面，竟出现一个可停20辆小车的大
坪，那肃立的爬杆、树木，似乎在怀
念着曾经的辉煌———这里是原望
城县红旗氮肥厂宿舍区，红旗氮肥
厂建于1966年， 鼎盛时期有1000
多名职工。

周爹今年72岁， 憨厚的面孔，

敦实的身材，厚实的手掌尤其令人
注目。 这是一双紧握铁锤达半个多
世纪的大手，当它伸过来时，你依
稀可以感受到裹挟其中、藏而不露
的力量。 周爹真名周德云，是这一
带有名的铁匠，以技艺精湛与乐于
助人闻名。 只是到了去年10月份，
因为近年来两次中风，他那开了20
年的“铁匠铺”自动关停了。 如今，
若经过高塘岭街道连江路，你仍然
可以看到一副“氧焊电焊钻孔攻丝
农机农具设备维修”的招牌，低调
而倔强地悬挂在那里，后面留着周
爹的联系电话。 也许，几个月之后，
这一切将不复存在……周爹心有
不甘、不舍，但又很无奈。

铁不能打了，设备维修也不能
做了，但周爹是个闲不住的人， 不
找点事做， 他浑身不舒服。 每天
清晨， 骑着自行车去几公里远的
地方拖一桶井水回来家用，成了他
的“必修课”。 前段时间，他骑着自
行车下乡，特意去把以前的老同事
走访了一个遍，他的原则是“喝茶
不吃饭， 聊天不打牌”， 只为问个
好、 聊个天。 而为大家免费磨刀、
磨剪刀等 ， 则成为他最热门的

“业务”。 他力大手沉， 又是专业
出身， 磨出来的刀剪不快才怪呢。
几天前，邻近西塘街社区的负责人
周曼红请周爹磨刀后， 感叹道，好
手艺，更是好品德！

同住一个小区， 担任过红旗氮
肥厂机修车间副主任的程炳南老
人， 对周爹赞赏有加。 说他勤快、
能干， 有感恩之心。 很多年前， 有
一次厂里搞大修， 40多米高的烟囱
上的避雷针因风雨侵蚀而折断， 必
须有人从扶梯爬上去换装新的， 可
偌大一个机修车间， 竟无人敢上
去， 厂里不得不张榜“征贤”。 周爹
仗着艺高胆大， 自告奋勇， 爬上去
完成了任务。 厂里的奖励是“休假
一周”。 而他预留给厂领导的话， 则
是“如果我牺牲了， 请把我3个孩
子抚养到18岁”。 程老说： 红氮南
院小区有3栋宿舍楼，住着百十户人
家，大多受过周爹的恩惠。 红白喜事
自愿帮忙且不说，刀具修理、下水道
疏通等，他一律免费，不收分文，几十
年如此。 难得的好人啊，周爹不愧为
雷锋家乡人！

阿玲说，父亲出身很苦，老家在
距城区七八公里的乌山脚下。 父亲

12岁那年爷爷过世， 他不到15岁就
由舅父介绍去学打铁， 这也成为了
他一生安身立命的职业。 所以，每年
春节，他必定去舅父那里拜年，感恩
他当年的善举。 他拜过两个师傅，第
一个姓刘，引他入门，第二个师傅叫
朱季凡，教了他一身本事。 1969年红
旗氮肥厂招工，周爹顺利入选，成为
机修车间唯一的铁匠。 结果，氧焊电
焊钻孔等技艺全被他剽学到了，成
了厂里的全能技工。 1998年内退后，
就开了家维修店，既赚钱养家，又服
务街邻。 阿玲说，父亲爱厂爱社区爱
家，爱得真诚，爱得深沉，所以他愿意
无私地奉献。

望城区域， 自古即为鱼米之
乡， 受农耕文化影响深厚，这里的
人坚信“艺不压身”。 周爹说，他的
太祖父是石匠，孔武有力。 爷爷是
木匠，父亲是篾匠。 自己学过篾工，
只是父亲去世早，没有入门，所以
转而拜师学铁匠。 以前穷怕了、苦
怕了，故很是珍惜得来的一切。 对
于现在，有吃有穿，儿孙满堂，他很
满足。 他调侃道：今年是他的本命
年， 孙媳妇还会生一个“猪仔”
出来。

常怀感恩心 最美夕阳红

情系贫困户
1月28日，洞口县雪峰街道办事处木瓜村，扶贫工作队员在为身患残疾的

贫困户米雍（右一）家贴春联。连日来，该县摄影、书法爱好者，医务工作人员与
扶贫工作队员一起进村入户，开展“情系贫困户，温暖进万家”送春联、送福字、
送健康公益活动，为贫困户家庭免费拍照、书写春联、检查身体。

滕治中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1月24日， 记者跟随种植户刘
勇，来到他位于岳阳市君山区建新
农场的蔬菜基地。

告别了1个多月的阴雨天气，
太阳终于露面，但刘勇站在自家菜
地里，脸上却十分阴郁，不见阳光。

刘勇的蔬菜基地里，种的是白
菜和包菜，他告诉记者，9月把菜种
下去，12月是收获上市的最佳时
期。

但到了1月下旬， 记者在他的
蔬菜基地里，并没有看到丰收的景
象，不少白菜烂掉了，横七竖八倒
在地里。

“1毛钱一公斤都卖不出去，就
成了这样。 ”刘勇非常不开心。

苦恼：“白菜价”真不是说的
“气温这么高， 菜都‘炸’开

了。 ”刘勇蹲下身捧起一蔸包菜，心
疼地说：“你看，这几亩是我自己种
的，都烂了，不能卖了。 ”

在他的蔬菜基地里，有七八个
挑菜工在收割“幸存”的包菜，准备
装车运往长沙海吉星蔬菜批发市
场。

一个挑菜工告诉记者，地里的

包菜十有八九都是坏的， 挑挑选
选，得收三四亩地，才能装满一车。

这一车包菜，就是刘勇的蔬菜
基地当天全部的销量，而白菜依然
无人问津。

往年，刘勇种植的白菜和包菜
一般销往北方，在山东青岛进行脱
水加工之后，出口到韩国和日本。

为什么今年却烂在地里卖不
出去？

他告诉记者，往常到了1月，北
方因为气温低，已经没有蔬菜供应
了，但今年全国气温偏高，源源不
断的北方蔬菜上市，“切断了”他的
销路。

据刘勇说，2015年， 白菜价格
喜人， 地里白菜1公斤最高卖到了
3.6元。 之后， 全国白菜产量大增，
“卖菜难”的问题接踵而至。

2018年，君山区有不少蔬菜种
植大户改行去养小龙虾了，刘勇也
将白菜的种植规模缩减了一半，但
依然只能卖出“白菜价”。

他跟记者算了笔账， 种子、肥
料、土地租金、人工等，一亩白菜地
的成本价需要1800元。

而现在，地里白菜的价格只有
1毛钱1公斤，每亩白菜只值400元。

刘勇今年种植白菜和包菜共

700亩，亏损很大。
“连亏3年， 我今年亏了十几

万！ ”严谷全是附近的种植大户，他
忍不住接过话头：“白菜价格太低，
加上给这些挑菜工的人工钱、运
费，越卖越亏，我种的白菜，一部分
直接打碎在地里当肥料了。 ”

期盼：“菜农要团结起
来”打品牌

种白菜连年亏损，有没有想什
么办法呢？

“想啊，头都想破了。 ”30岁出
头的刘勇，2013年承包蔬菜基地以
来，便想方设法推销他的白菜。

刘勇每天会去菜地里看一眼，
然后四处奔波联系客户，还会在各
个蔬菜销售网站上发帖，介绍他的
白菜，寻找买家。

他也曾想学习山东、云南等地
的做法，架起棚子，种茄子、黄瓜这
些高档蔬菜，但巨大的成本投入让
他却步。

“单枪匹马没有用的嘛，菜农
要团结起来。 ”刘勇说。

他掏出一块胸牌给记者看，那
是1月23日在岳阳成立的君山区蔬
菜行业协会的会员证。

君山区是我省主要的蔬菜生

产区域之一， 共种植蔬菜16万亩，
年生产蔬菜3.5亿公斤， 是长沙、武
汉、 广州等周边大中城市市民的

“菜园子”。
君山区蔬菜行业协会会长吴

德胜告诉记者，协会目前在探索订
单种植的模式，希望靠湖南新泰和
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几家当
地的龙头企业带动，帮种植户打开
蔬菜销售渠道。

“最要紧的，还是建立品牌。 ”
吴德胜说，白菜是高度同质化的产
品，协会要帮助当地的菜农，从蔬
菜生产、加工、销售多点突破，打造
如“广兴洲白菜”这样的区域公用
品牌。

长沙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相
关负责人说，山东、云南等地为解
决蔬菜的销路问题，订单种植的模
式已经较为成熟， 卖相也十分不
错，在蔬菜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刘勇和严谷全在长沙海吉星蔬
菜批发市场也有蔬菜“档口”，地里
的新鲜白菜和包菜， 经过农药残留
化验后，堆积在“档口”，正等待着农
贸市场、超市等批发买家的光顾。

今年有什么打算？ 记者问。
刘勇脸上有些无奈，却依然笑

了笑，说：“再来一年！ ”

“菜园子”里的苦恼和期盼

� � � � 1 月 28
日，湘阴县金
龙镇香杉村

“岳州笔庄”
手工制笔作
坊，老师傅们
在忙碌。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