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8日，中建七局长沙地铁6号线白鸽咀站项目部，农民工登上回家的“爱心
巴士”。当天，该项目部开展“爱心巴士”让爱回家活动，为没有预订到车票的湖北
省鄂州市的30名农民工准备了“爱心巴士”，帮助他们顺利返乡过年。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张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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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见习记者 肖霄

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小镇年味
越来越浓。1月27日，记者来到有“现代民
间年画之乡”美誉的隆回县滩头镇，寻访当
地最有名的产品———滩头年画。

作为我省目前唯一传统木版手工印
制的年画、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滩头年画是滩头古镇文化的魂。

在热闹大街背后的一条僻静小巷里，
记者找到了镇上规模最大的年画作
坊———福美祥年画作坊，见到了作坊主人、
44岁的尹冬香和她的女儿肖扬。略显冷清
的作坊， 是母女俩坚守的传承家乡年画文
化的高地。

传承乏人，毅然回乡开作坊

尹冬香正在赶制《猪（祝）福万代》年
画。画中一头红色的大肥猪憨态可掬，背
上驮着万年青、石榴、佛手和牡丹等。尹
冬香说， 这是她和县文化部门的老师共
同创作的， 寄托着子孙万代福禄绵长的
美好祝愿。

制作滩头年画，最出名的莫过于高腊
梅年画作坊。尹冬香说，其实她和高腊梅
年画作坊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1990年，
为养家糊口，16岁的尹冬香来到高腊梅年
画作坊做帮工。好学的她不到几年便熟练
掌握了滩头木版年画印制技艺，得到作坊
主人钟海仙、高腊梅夫妇认可。

2008年，钟海仙去世，当时年画市场
情况也不好，尹冬香便在第二年离开了这
家工作了19年的作坊， 去株洲打工。2014
年12月，滩头木版年画最后一位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高腊梅也辞世了。

老艺人相继去世， 其他人员纷纷改
行，始终对滩头年画深深眷恋的尹冬香,增

加了对滩头木版年画传承的忧虑。2015年
11月，她毅然返乡，来到隆回县非遗保护
中心， 表明自己的决心：“滩头年画是隆回
文化的瑰宝，不能失传。”

尹冬香提出想回乡开作坊。 县非遗
中心迅速用非遗保护资金为她添置了部
分年画印制器具， 并将收集的一些年画
刻版借给她使用。2015年底，尹冬香的年
画作坊在自家简陋破旧的房子里开张
了，取名“福美祥”，寓意年画给人们送去
幸福、美满和吉祥。

尹冬香制作的年画， 很快得到大家认
可。2017年，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
上，尹冬香被授予“新生代工匠之星”称号。

推陈出新，“大生昌”又复活了

记者见到尹冬香，是在原大生昌作坊
旧宅里。2017年下半年， 她把作坊搬到了
这里。

滩头曾是我国五大年画产地之一，上
个世纪初达到全盛期，有作坊100多家，大
生昌是当时有名的作坊之一。鲁迅先生记
载并收藏的年画《老鼠娶亲》，就出自该作
坊。后来，大生昌年画制作设施被毁，已关
门50来年。

“我选这里作为我的作坊，就是想着这
里有一种文化底蕴，有一种历史延续，在这
里制作年画更有感觉。”尹冬香说，她租下
原大生昌作坊旧宅后，县非遗中心拿出40
万元，对老宅进行了简单装修，并加挂了

“滩头年画创新发展中心”的牌子。
“没有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就没有

现在的福美祥！” 尹冬香领着记者参观作
坊。作坊由两栋楼组成，有600多平方米，
场地较宽。前栋大堂是展厅，后栋有雕刻
室、印刷手绘室、纸张上粉室、装裱室、学生
体验室和纸张处理部等，滩头年画制作的

一系列工序都在这里完成。
2018年，对尹冬香来说，是忙碌的一

年，也是收获的一年。她加快了年画生产和
创新的步伐,会同县里的美术工作者，创作
了《福禄寿喜》《猪（祝）福万代》等系列年
画，广受好评；她将一些老版改大为小，并
统一了规格，以适应新的市场；她还开发出
装裱年画、加框年画、年画中国结和年画灯
笼等系列衍生产品，拓宽了年画市场。尹冬
香先后应邀到河南、上海等地，举办滩头年
画作品展， 还被确定为滩头年画省级非遗
传承人。

2018年， 尹冬香年画销售也有了起
色， 隆回县赧水壹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
她合作开网店， 网上销售年画5000多张，
海内外客户都有。

母女齐心，写好“非遗”新篇章

临近中午， 尹冬香的女儿肖扬出门归
来。肖扬是位“95后”，2017年大学毕业后，
在长沙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当年，在母亲召
唤下，她回家跟妈妈一起传承滩头年画。

对于年画， 肖扬有着新一代年轻人的
想法， 她将老版年画通过重新装裱赋予其
新的生命，传播效果更好，得到著名艺术家
马一鹰赞扬。

在尹冬香指导下， 肖扬慢慢学习了更
多关于木版年画制作的方法，并不断创新，
让年画回归现代生活，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关注非遗文化，我
很乐意传承滩头年画。”肖扬说。

“我会教好女儿， 让滩头年画传承下
去。”尹冬香欣喜地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应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邀请， 她们母女将参加
在澳门举办的“祈祥纳福———山西省和湖
南省年画艺术展”，届时会在现场展示滩头
木版年画制作。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金雨 彭艺

无春晚，不过年。1月29日是南方传统
小年。刚吃过午饭，离晚会开始还有一个多
小时， 浏阳市关口街道占佳社区党总支书
记易艳红的办公室，敲门声不断：“书记，台
词最后不用再修改了吧？”“书记，现场布置
好了，编导正在作最后的调度”“报告，节目
领队全部到现场了” ……易艳红一脸开心
的笑意， 不停地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天
气冷，一会大爷大妈来了，汤圆记得提前下
好。”

办公室里忙得不可开交， 办公大楼外
全民健身中心广场的音响此刻正放着歌
曲《红红火火过大年》。浓浓的年味四下飘
散，引得观众从广场的四面八方纷纷赶来。

一个小时后， 占佳社区“唱响新时代
梦圆千万家” 百姓大联欢暨网络春晚准时
开演了。

“欢迎来到占佳社区网络春晚现场，
我们都是社区的大学生……” 先让人眼
前一亮的是四位朝气逼人的主持人。胡
庭峰、罗艳辉、石坤明、谭赛穆，大学生们
虽都不是科班出身， 但四人的主持词中
对社区近年的变化如数家珍， 显然颇下
了一番功夫。

精心准备的， 还有社区居民自发组织

的近20个节目。披上红围巾的社区阿姨们
献上了广场舞；格斗攻防对练，占佳小学的
孩子们表演了武术；戏曲联唱《梨园芬芳》，
由社区楼盘的工作人员自导自演； 还有诗
朗诵、打快板、大合唱、乐器合奏……节目
杂糅着“土味”与现代气息，让台下黑压压
一片的观众笑逐颜开。

舞台上又“窜出”一群“猪宝宝”，萌
萌的一阵蹦蹦跳跳， 惹得观众笑得前仰
后合，那是社区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跳完
舞，他们在社区工作人员引导下，忙不迭
给观众席上的爷爷奶奶送去热腾腾的汤
圆。

在所有的表演团队中， 晚晴家园日间
照料中心出了两个节目， 分别为民乐演奏
《浏阳河》和舞蹈串烧《最炫夕阳红》。表演
嘉宾都是社区的老年人， 年龄最小的60
岁， 最大的78岁。“我们就是觉得过年要热
闹，要开心，要团圆。社区办春晚，所以就报
名了。”72岁的贺芝琼老人告诉记者， 这是
自己第一次参加网络春晚，“以前都是看，
今年实际参与一下， 热闹一点更有过年的
味道。”

坐在贺芝琼老人身边的高堤组组长王
身厚似乎没有这样轻松。 作为最后一个节
目———圈圈舞《欢乐的海洋》的组织者，没
到表演结束，他一刻都不敢放松。

因为城市发展需要， 高堤组50余户
220余名村民今年将整体征拆补偿安置，
朝夕相见几十年的村民们今后或许很难再
生活在一起。在广泛征求大家意见后，王身
厚和其他组委会成员决定， 要以整个高堤
组的名义排练报送一个节目， 让大家赶在
征拆前好好聚一聚、乐一乐。

说干就干。挑演员、买音响、租服装、搞
彩排……村民自筹近六千元的活动资金。
半个月时间里，村民们天天泡在一起。为的
是一展全组的精神风貌， 也为留住心里那
份念想。

此刻， 激扬的音乐声响起，25名身着
少数民族服装的演员围绕舞台中央的篝火
舞起来。伴着舞点，他们又下台牵起邻居们
的手一起共舞。“大家聚在一起乐呵乐呵，
别提多舒心了”，王身厚难掩心中的激动和
眷恋。

“演出一下午，回味一整年”，关口街道
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刘玉丰说：“在这里，
家长里短可以入戏，邻里故事可以讲述，社
区变化可以细数，台上演得带劲，台下看得
开心， 一场春晚让居民们在共享中表达对
美好家园的热爱。”

欢乐的时候， 时间总过得很快。 眨眼
间，时针指向下午5时，社区春晚直播尚未
结束，网上观看直播的人数已接近8万人。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1月28日，农历腊月廿三，是南方小年
的前一天。

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竹安村围墙屋
组47号，崭新的院墙，大红的对联，房檐下
晾晒的香肠、腊肉透出浓浓的年味。

2018年，对李德军来说，是“全新”的
一年。“赶上了好政策，没想到我40岁还能
当农民。”正在家里学习农业种植技术的李
德军憨笑着对记者说。

“去年收入怎样？”“80亩荷花收了一
万多斤莲子，算算每亩莲子收入大概1400
元……”

随着话匣子的打开， 一个历经坎坷的
“新型农民”形象呈现在记者面前。

1978年，李德军出生在长沙一个典型
的农民家庭， 以往农村家庭的观念总不希
望孩子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李德军也不例外， 长大后到武汉跑销
售，在湘潭做工程，回本地办公司，虽然一
路颠簸坎坷，可他从未想过家乡的“土地”
会成为他的出路。

2018年早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让李德军倍感振奋。

“我生在改革开放那年，大家都说那是
一阵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 去年恰逢改革

开放40周年，这又何尝不是中国新农村建
设的春风呢？”李德军说，新政策出来，老乡
们都很兴奋。

在街道和村上的帮扶下， 李德军拿出
多年的积蓄承包了村里105亩流转土地，
80亩种荷花，20亩种花卉，5亩做鱼塘。

父母亲虽懂些田间地头的活， 可以前
种的是水稻，这荷花怎么捯饬，李德军一家
都是门外汉。

为掌握荷花种植技术，他跑江西、湘潭
等地，不管风吹日晒上门求教。

“幸运的是，街道帮我请来了农技专
家， 这真是及时雨。 什么地方买荷苗，水
域怎么管理，何时应该施肥，病虫害怎么
防治， 他们都陪我蹲在田间地头手把手
地教。”李德军说，自己本是农家子弟，通
过几个月的摸索， 总算是补上了种植的
入门课。

“去年花卉种了硫华菊、百日草，刚好
赶上大家都要美化新农村， 花卉苗木供不
应求。”

“马上要采摘藕尖了，去年上市的时候
每斤批发价卖到了20元。”

李德军算一算细账，除了种子、肥料、
人工成本后，没有太多的盈利，可他笑嘻嘻
地搬出老师的“种荷圣经”：一年保本，二年
盈利，三年丰收。他已是成功迈出了转型的

重要一步。
“记者，您坐，我自己做的甜酒，您来一

碗甜酒蛋尝尝。”
李德军家今年翻修了院墙， 房前屋后

的年货满满当当， 新装的不锈钢大门锃亮
锃亮。老父亲红光满面，老母亲喜气洋洋，
大概没什么比儿子既能事业有成、 又能堂
前尽孝更让他们开心了。

农，天下之大本也。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建设
标准 ， 今年开福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6300亩，众多“李德军”返乡创业成为“新
型农民”，传统的稻田变了，荷花、蔬菜、
水果、花卉，经济作物大大提高了经济收
入；老旧的模式变了，农业+旅游、农业+
电商、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结构全面优化
了。

开福区农林水利局算了一笔账， 按照
调结构、治污染、盘资源的思路走下去，3年
左右， 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提高到
每年3.2万元。

“真没想到，我都40岁了还可以再出
发！回乡创业腰板都直得很。”李德军坐上
还没有上牌的新越野车向记者告别：“今天
请了师傅翻荷田， 今年藕尖一定会大丰收
的！”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周月桂）春
节临近，湖南市场菜价微涨。省商务厅监测显
示，2019年第5周（1月23日至29日），全省生
活必需品市场价格以涨为主， 其中蔬菜零售
均价6.8元/公斤，环比上涨1.49%。

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23涨7降。
其中，叶菜类、甘蓝类、瓜菜类、豆类、茄果类
全部上涨，根茎类、葱蒜类涨少跌多。菜花涨
幅较大，上涨5.74%，其他品种蔬菜涨跌幅均
在5%以内。省商务厅分析，春节临近，大家
开始储备节日用菜，加之农民工返乡、学生
放假、冬季婚庆年会等活动较多，消费人群
不断壮大，终端消费需求拉动蔬菜价格整体
上行。

监测显示，1月23日至29日，全省重点监
测的157种食用农产品价格，环比上升的110

种，占70.06%。从大类看，桶装食用油、肉类、
蔬菜、禽类、蛋类、水产品、水果、奶制品价格
上升；食糖、食盐、饮用水价格下降；粮食价格
环比持平。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冬季本地露
天蔬菜生长缓慢， 大棚蔬菜和外地蔬菜占据
市场的主导地位，蔬菜的运输、人工、储存成
本较高，加之受“春节黄金周”影响，预计蔬菜
价格仍将有小幅上涨的可能。 目前全省粮食
市场供应充足， 预计后期粮食价格以稳定为
主， 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水产品市场供销两
旺，交易活跃，预计后期春节期间婚宴聚会增
多，水产整体价格将继续稳中有升。此外，随
着年前消费开启，市场供应准备充足，肉类、
奶制品类商品供需结构相对稳定， 市场价格
出现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不大。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江钻 ）2月4日起将迎来为期7天的春
节长假。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
今日发布，2月4日零时起至2月10日24时，
全省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实
行免费通行。预计春节7天假期，全省高速公
路出入口总流量达2518万辆次， 同比增长
7.3%。

据研判，春节7天长假，全省高速公路车
流以小型客车探亲车流为主。预计日均车流
量达360万辆次，是平日的2.4倍。

根据往年春节假期路网数据分析，春节
长假期间车流量呈前低后高、 逐日攀高走
势。预计2月4日（除夕）当天，全省路网车流

量跌至春运谷底。2月5日、6日，车流量逐渐
上升。预计2月7日至2月10日，车流量迅速
走高，其中2月9日、10日两天形成密集返程
车流。预计峰值日为2月10日，峰值流量同
比增长约8%，是平日的3.5倍，达到今年春
运高速车流量最高峰。

春节假期，预计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湘
潭段、岳阳段，二广高速蓝山段，长浏高速
长永段，长株高速等路段将是车流量较高
路段。建议车主错峰出行，或选择绕行路
径。绕行方案可在“湖南高速通”APP上查
询获取。若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撤离
现 场 并 拨 打 救 援 电 话 12122、96528、
12328。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王茜）1月28
日上午， 长沙市一中迎来了4名毕业校友，当
年的青涩男孩们已成为不同领域的佼佼者。
1990届校友杜文看了一眼身侧两鬓斑白却
神采奕奕的班主任何燕芳， 由衷感叹：“回家
的感觉真好！”

1月27日至29日，长沙市一中、湖南师大
附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明德中学、周南
中学6所知名中学的32位杰出校友纷纷回到
母校，共话昔日情谊。此次“杰出校友长沙
行”活动由长沙市委组织部、市教育局主办，
旨在深度宣传推介长沙的发展环境和人才
政策，搭起一座交流合作的桥梁。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 校友们参观了长
沙市规划展示馆， 感受了长沙这些年日新月
异的变化；深入长沙园区、企业，见证了长沙
经济在创新引领中蓬勃发展。在29日下午举

行的“桃李聚星城 湘才话发展”座谈会上，长
沙市委组织部重点向校友介绍了“长沙人才
新政22条”和长沙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校友
们从优化环境、 产业布局等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真知灼见，并对长沙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据悉，“长沙人才新政22条” 实施一年半
以来，引进培育各类人才20多万名，其中包
括柔性引进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才发展生
态不断优化，分类认定603名高层次人才，通
过发放“长沙人才绿卡”提供出入境、通关、居
留、购房、诊疗、子女入学、配偶随调等贵宾式
服务。

明德中学校友、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
为长沙的人才政策点赞。他说，杰出校友们应
该“以智引智，以才引才”，以师生、同窗关系
为纽带， 吸引更多的有才之士来长沙投资创
业。

滩头年画有传人

社区办“春晚” 居民是主角

扛起锄头“再出发”

春节临近菜价微涨
●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准备充足
●价格不会出现大幅度波动

春运进行时

春节长假小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
起止时间为2月4日零时至2月10日24时

提建议 带项目 谋发展
32位杰出校友回长沙

1月30日，衡阳火车站，出站的旅客人如潮涌。当天，铁路部门迎来节前返乡
客流高峰，各车站客流量显著增加。 王晓兰 郑潮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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