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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2月8日， 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鲜花
朵朵、香气扑鼻，人们坐在“旅途相遇农家
饭店”大露台上品茗赏景，怡然自得。

农家饭店老板龙根宝在厨房里， 不紧
不慢地清洗山里腊肉、野菜等。他满脸堆笑
地告诉记者，客人都预订到15天以后了。

老汉倔脾气：我的地方不能动
龙根宝是桐子坳村的村民，今年68岁。

他的倔脾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龙根宝家里有80多岁的母亲， 加上他

们两口子和两个儿子，一共5口人。因为家
庭条件差，两个儿子年纪不小了还没娶亲。
2014年，他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桐子坳村地处阳明山脚下，有200多株
古银杏树。2013年，村里计划把上世纪80年
代分到各家各户的古银杏树流转到集体，
统一管理，发展旅游。龙根宝首先反对，振
振有词地说：“我卖银杏果好歹能赚点钱，
要是流转到村集体，怕是把树都毁了。”

后来， 村里在他家屋前打造四季花海
景观， 要在他的屋后建一块古香古色的提
示牌。他放出话来：“我的地方谁也不能动，
否则，我跟他没完。” 面对镇村干部登门做
工作，龙根宝也不为所动。建设陷入僵局。

然而，龙根宝的耳朵却没闲着，不断有
消息传来：游道修到蒋柏元家门口，65岁的
蒋柏元开农家乐了； 村民刘淑英家的客栈
开业当天纯收入有近2000元……

终于，龙根宝心动了，同意把分到自己
家的古银杏树流转到集体， 他成为了村旅
游公司的股东。龙根宝还主动投工投劳，把

“四季花海” 提示牌建在自家屋后的空地
上。2014年，龙根宝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杂
货摊，每天毛收入500多元。

“四季花海”等景观的打造，桐子坳村
由过去单一的秋赏银杏叶， 变成四季有景
观，常年有客来。2016年1月，桐子坳村成为
国家3A级景区。

老汉开饭店：一波三折终红火
2015年， 龙根宝见摆小杂货摊都有不

错的收入，便下决心开办“旅途相遇农家饭
店”。 四季花海景观在龙根宝的房屋正对
面，龙根宝也就势在屋前建起露台，成为绝
佳的观景点。

村里得知龙根宝开农家饭店， 推荐他
外出学习厨艺。可龙根宝的倔劲上来，当场
拒绝。他说，我的厨艺在村里至少可以排到
前三，平时红白喜事都请我掌勺。龙根宝的
农家饭店开业几天，生意不错。

不久，龙根宝发现客人少了，慢慢地门

可罗雀。龙根宝急在心里，他偷偷到村里其
它20多家农家乐了解情况， 发现大家烹饪
的菜肴都不赖。原来，他们都在村里的推荐
下外出学习过烹饪技艺，并改进了农家乐的
布置、菜谱及烹饪方法等。

龙根宝终于“开了窍”，主动找到村里求
助。村里邀请专业人士指导他摆放花卉、布置
庭院， 联系有关部门支持他把房屋改建成仿
古建筑,还请专业厨师手把手指导他烹饪……

别看龙根宝很倔，可转变观念后像变了
一个人。他没事就练习切菜、研究配菜、琢磨
烹饪，主动请客人提意见，还在山上放养土
鸡等做食材。

不久， 龙根宝的农家饭店生意红火起
来,2017年，他家脱贫摘帽。他还把屋旁的烂
泥巴房拆了，按照景区统一规划建起仿古民
居。

2018年，桐子坳村旅游快速发展，村民
收入“水涨船高”。龙根宝一家也跨进小康。
旅游淡季， 他家的农家饭店每天有2至3桌
客，旺季或周末，一天接待10桌以上，其中
最多一天接待86桌客人、 毛收入2万多元，
让人羡慕不已。

新年到，喜事来，有姑娘看上了龙根宝
的两个儿子， 龙根宝的新年愿望也在“发
芽”：父子分工协作，把农家饭店办得更好，
争取早日当爷爷！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郴州市苏仙区王仙岭山脚下， 有位当
地人都很称赞的年轻人，他是一名90后，父
亲去世得早，他退伍回家后边打工赚钱，边
照顾母亲。虽几次创业失败，但他不气馁，
几经打拼，其创办的“玉竹轩农庄”名气越
来越大，生意越来越好，被当地人称为“励
志青年”。他叫邓少林，是苏仙区王仙岭街
道上白水村五组村民。

正月初五， 位于王仙岭山脚下的玉竹
轩农庄农历新年开业第一天， 记者慕名来
到此采访，只见四周茂林修竹，环境优美，
真是个不错的氧吧！

“老婆，我去老唐那买山羊去了。”中等
身材的农庄主邓少林身板结实，笑容憨厚，
他交待一声， 准备带着记者一起去采购食
材。

“嗯，多采购些土特产，快去快回。”妻子
曹苏宁边整理停车坪卫生边回应道。

邓少林开的是一辆小轿车， 记者打开
车门坐进去时， 一股羊身上的膻味扑鼻而
来。 邓少林笑着说：“我的农庄每两天要拖
头羊过来，都是用后备箱载过来的，久而久
之，车上就有这股味道了。”

1992年出生的邓少林， 少年的人生充
满了艰辛。2009年，邓少林报名参军。在部
队服役2年后，退伍回到家乡。

退伍回乡后，邓少林先在工地上打工、
当保安， 有了一点积蓄后， 就决定自己创
业。创业的道路并不平坦。几次努力，几次

失败,但部队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失败没
有使他放弃努力。

2016年底，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邓少
林再次努力，在自家的50亩林地里，创办起
玉竹轩农庄。

农庄离王仙岭风景区只有3公里左右，
风景秀丽。邓少林原以为凭借“地利”优势，
生意会不错，可刚开始一段时间，却经营惨
淡。痛定思痛，邓少林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从
特色上下功夫。突出农家“柴火”风味，并拜
师学厨艺，制作出柴火羊肉、柴火爆鸡、柴火
腊肉等十几道招牌菜。

“人工成本、食材品质、菜的口味等，都
直接影响农庄的效益。” 邓少林说。 幸运的
是，邓少林娶了一个好老婆。两口子一个主
内，一个主外，既是夫妻“老板”，又是夫妻
“员工”，两人共同打拼，让农庄慢慢有了起
色。

“做我们这行，要吃得苦，也要精打细
算。” 谈起自己的生意经， 邓少林侃侃而
谈，“去年是很拼的一年，我在农庄开辟了
10亩菜园子、4口鱼塘，还养鸡、鸭各1000
多只。这样既保证了食材质量，又节省了
采购成本。”邓少林算了笔账，每年仅各类
蔬菜采购成本达十多万元， 自家种10亩
季节性蔬菜，能省下一大半的成本。办农
庄之余，邓少林夫妻种菜、放鱼、养鸡鸭
等，“累并收获着”。2018年玉竹轩农庄营
业额突破100万元。

驱车40多分钟后， 记者随邓少林来到
了苏仙区飞天山镇黄泥滩村， 今年61岁的

村民唐忠保笑呵呵地说：“小邓，山羊我还关
在羊栏里呢，我带你去抓。”记者跟随他们爬
进位于半山腰的羊栏里， 一粒粒的黑羊屎
遍地都是，脚踩上去滋滋作响，且臭气熏鼻，
但大家毫不在乎。 邓少林和唐忠保麻利地
选好羊、捆绑后，把羊抬出了羊栏。

羊过完磅付了钱后， 唐忠保告诉记
者：“我与小邓是在村里修路时认识的，他
办农庄后就一直在我这买山羊。我家里的
主要收入就靠卖羊，每年六七万元。”像唐
忠保一样，今年88岁的唐振柱也是邓少林
的固定蔬菜供应者，他和82岁的老伴早早
准备了几十公斤的白菜、萝卜，过秤拿到
钱后，老两口子喜笑颜开，不住地夸邓少
林：“青年人体恤老人，上门收菜，价格还
比市场价高。”

“我的农庄虽也搞些种养，但还是难以
满足全部所需。”邓少林表示，他采购的食材
除了是地道的“土货”外，一般都是买年纪大
及贫困户家的农产品， 能帮他们一把算一
把。

车子返回玉竹轩农庄， 已是上午10时
30分。待小轿车停稳后，邓少林妻子打开后
备箱， 招呼两位厨师把山羊抬出去处理。自
己和丈夫拎着一袋袋的萝卜、白菜、芹菜等
食材跑进厨房，开始选、洗、切等，为中午的
几桌订餐做各种准备工作。

“每天很早出去采购，到晚上11时才基
本忙完。 虽然很累， 但幸福生活是干出来
的。” 邓少林说他要把自己的农庄梦继续做
大做强，条件成熟时可以帮助更多人。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2月7日13时多， 从桂林开往长沙的
G536次列车驶进衡阳东站。

“小伙子，你这样背着包上车不安全！”
衡铁公安处乘警支队乘务一大队乘警欧广
伟开始巡视车厢， 看到一个背着双肩包的
年轻人上车，便提醒他注意安全。

欧广伟说，旅客们在排队检票、上车过
程中，双肩包要背在身前，女士挎包也要放
在身侧目光可及的地方。上车后，行李要放
在行李架上能看到的地方， 贵重物品要随
身携带。

14时， 列车抵达终点站长沙南站。这
时，列车长找到欧广伟说，一位乘客的随身
行李落在了座位上，里面有驾驶证、儿童预
防接种证等重要物品。 欧广伟立即通过车
站广播寻人，几分钟后，失主赶了过来。

“孩子的预防接种证要妥善保存，不能
丢失。”欧广伟说，像这样的物品丢失案，在
列车上时有发生。

“昨天， 我在执勤中， 查到一个女逃
犯。”欧广伟说，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盯着这

个女人的眼睛看， 可她有意回避他，“我就
觉得有疑问，请她出示身份证，那个女人有
点紧张， 不肯配合。 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
断，结果一比对，当真是逃犯。”

从早上7时出门接班， 欧广伟已工作7
个小时，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但脸上的笑容
一直都在。 作为一个吃了17年抗癌药物的
病人， 欧广伟把自己的精气神调整到最好
状态，尽力为旅客服好务。

铁道线上的列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小社
会， 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人身财产安
全，欧广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当班巡视车
厢时， 他及时与列车员交流， 了解治安动
态，并与沿途车站加强联系，密切配合，构
筑起严密的防控网络。

“老欧是个癌症病人， 他边吃药边工
作，和病魔作抗争。”衡铁公安处乘警支队
副支队长宾志君告诉记者， 欧广伟患病接
受治疗后重返工作岗位， 从没有向组织伸
过手。去年，在衡铁公安处暑期治安整治行
动中，欧广伟个人成绩位居全支队第二名。

“打击犯罪、 服务旅客， 这是一种享
受。”欧广伟说。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
涛 通讯员 杨娟）“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
党来比母亲……”2月6日晚，在辰溪县黄溪
口镇双溪村春晚舞台上， 村民舒丽萍唱了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引来台下600余
名村民阵阵喝彩。

当晚，双溪村村民活动广场热闹非凡，
由该村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文艺晚会
在这里上演。 承办晚会的双溪村志愿服务
队队长米海兵介绍，近年来，双溪村通过发

展电商产业、乡村旅游等，带动了村集体经
济发展，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每年春节
期间都举办乡村“春晚”。

“晚会充满了浓浓的家乡味， 我们喜
欢。”村民米邵军常年在广东务工，这次赶
在春节前回家过年，观看晚会后，他竖起大
拇指说，没想到“春晚”就在家门口，家乡的
年味越来越浓了。

据悉，今年春节期间，辰溪县在全县23
个乡镇开展了“村村办春晚”文艺活动。

春运进行时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金山 阳新

香樟青青、绿草茵茵、花枝摇曳……2
月7日上午，记者走进湘江边的小渔村———
衡南县白水村， 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眼
前。

“真想不到，我们这里的村组道路都安
装了路灯，路面宽敞整洁，家家房前屋后收
拾得干干净净，看着很舒服。”在广东东莞打
工的何平生回村过年， 对村里的变化赞叹
不已。

在214省道白水村段，长2公里、宽9米
的道路两旁栽种着香樟等树木， 每隔50米
安放了一个环保垃圾桶。 一个三十七八岁
的汉子带着几名环卫工人在打扫卫生、清
运垃圾，干得不亦乐乎。这个汉子就是白水
村党总支书记何军成。

“春节期间，为了让返乡村民和过往客
人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我们在节前组织村
干部、村民小组长和党员清扫路面、清运垃
圾、疏通淤沟，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观。”何
军成说。

白水村位于衡南县城西， 距县城8公

里，214省道、衡桂高速连接线等穿境而过，
来往车辆人员较多。 村里盛产蔬菜、 瓜果、
鱼、家禽等，也是农副产品集散地，每天产生
大量生活垃圾， 给村里环境卫生带来极大
压力。

“白水村以前脏乱差，主要在于部分村
民不讲卫生。”2017年3月，何军成被选为村
党总支书记，他在村党总支会上提出，建设
美丽乡村，整治环境卫生是重中之重。首先
要增强村民讲卫生、爱清洁的意识，动员大
家一起动手，消除卫生死角，把白水村建成
宜业宜居的美丽乡村。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2018年，白水村
党总支、村委会在全村持续开展大清扫、大
整治行动，对214省道白水段及村组道路两
旁进行大清扫，对全村600余栋民房房前屋
后的陈旧垃圾进行清运， 对村里所有淤沟
进行疏通，对鱼塘、水池里的白色垃圾进行
清捞，打了一场环境整治歼灭战。

上午10时，记者来到白水村太和组，村
民陈桂英正忙着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我
们这里家家户户每天都会动手搞卫生。”陈
桂英笑着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何军成告诉

记者，以前村里只有少量垃圾池、垃圾桶，村
民倒垃圾不方便，造成垃圾随便倒。近两年，
村里投入40万元，添置专用环保垃圾桶300
余个，每两户村民共一个，并租用一台专门
的垃圾车，每天清运生活垃圾，讲卫生、勤清
扫逐渐成为了大家的习惯。去年3月，村里
还成立了一支有5个人的环卫队，专门从事
全村生活垃圾清扫、清运。现在村里生活垃
圾做到了及时清运，道路两旁、居民生活区
看不到显眼的垃圾了。

为了长期保持环境整治成果，白水村
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每季度进行环境卫生
评比。对排名前三的村民小组授予“最清
洁组”牌匾，排名靠后的三个组进行黄牌
警告。到去年底，白水村15个村民小组生
活垃圾收集、清运率达100%，生产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85%以上，生活污水综合处
理率达90%以上，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
用率达80%以上，被县里评为城乡环境卫
生同治先进村。

“人居环境好了，村民生活在花园里，来
村里投资创业的也多了。去年，我们村引资
近3000万元。”何军成说，今年，他们将争取
成为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村民生活在花园里”

倔老汉“开窍”记

乘警欧广伟：
服务旅客是一种享受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袁芳 吴芳）“我的包不见了！”2月8日12
时，岳阳火车站，一名带小孩的女乘客在进
站口向值班员吴津求助。

服务旅客无小事。 吴津联系铁路公安
共同寻找，通过半小时监控视频回放，发现
是在乘客过安检时， 其包被一名穿着迷彩
服的旅客“顺”走了。铁路公安杨队长在4候
车室找到了那个穿迷彩服的旅客， 上前沟

通无果，便将其带到公安执勤室。
杨队长动之以情、晓之以法：“‘捡到’

别人遗失的东西， 应该及时通知工作人
员或公安民警，不归还、占为己有将被视
为恶意行为。” 迷彩服旅客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赶忙拿出挎包，向民警承认自己
的错误。 随后， 铁路公安将包归还失主，
并带其在车站窗口办理了改签手续。失
主连声道谢。

过安检时包被“顺”走
岳阳火车站完璧归赵

辰溪村民自办“春晚”年味浓

赏祁剧 闹新春
2月6日，洞口县石江镇江潭村王氏宗祠，演员在表演祁剧。春节期间，江潭村百姓自

筹资金邀请隆回县凌云剧团演员来村里表演祁剧，丰富村民的文化艺术生活。 曾勇 摄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向冯 ） 春节长假将于10日收官，
铁路公路返程最高峰将至。 铁路部门预
计，10日当天，返程务工流与学生、探亲
流相互叠加， 将形成首个铁路返程客流
高峰。 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
心预计，10日当天全省高速车流量将达
518万辆次，形成春运以来高速车流量最
高峰。

今年，全国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湖南
境内京广、沪昆、衡柳、娄邵、怀邵衡等铁路
沿线站点， 节后返程客流明显增加。2月8
日当天，全省18个高铁站发送旅客近22万
人次，为春节假期以来最大客流日。为应对
返程客流高峰， 湖南地区加开往广东方向

客车119趟，往华东方向41趟。
8日起，长沙各大汽车站全面增开跨省

长途班次。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汽车东
站、汽车南站、长株潭站、黎托站增开了往
深圳、广州、珠海、上海、南京等方向的长途
班次。

昨夜今晨，受低温天气影响，长沙、益
阳、岳阳、常德、张家界、自治州境内多个高
速公路收费站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杭瑞
高速岳阳段、常德段，张花高速张家界段、
自治州段，一度对主干道进行了交通管制。

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提
醒车主， 高速公路将于11日零时起恢复收
费模式，加之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到来，建议
合理安排返程时间和出行路线。

今日迎铁路公路返程最高峰
高速公路11日零时起恢复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