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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夏似飞
通讯员 夏建敏

“有没有刚烤出来的空饼？ ”“初六之前可
以发快递吗？ ”“县城可以送货上门吗？ ”春节期
间，武冈空饼传承人银丽芳、银中华姐弟比以
往更忙碌，每天都要接听无数这样的电话。 空
饼，曾经伴随他们一起成长；如今，空饼已成为
他们的甜蜜事业。

好吃，不好做
外表焦黄，皮薄中空，吃起来甜甜的、香香

的、脆脆的，以往，它一在市面上出现，就意味
着中秋节快到了； 现在则一年四季都可吃到。
在古城武冈，除了卤菜、米花，其实还有一道津
津乐道的美食———空饼。

武冈空饼，据说已有几百年历史，与月饼
一样，圆圆的，象征团圆，寓意幸福，因此又名

“福饼”；不同的是，月饼是实心的，而空饼，顾
名思义，里面是空空的。

“有次，随我小学同学去他家开的糕点店
去玩，才弄明白武冈空饼的心，是用大得吓人
的烤炉烤得膨胀起来，烤成中空皮脆的空心饼
的。 ”武冈籍作家鲁之洛在《小城旧韵》一书中，
曾经这样感叹武冈空饼的奇妙。

空饼，好吃，却不好做。 一是它必须用传统
古法熬制的麦芽糖作原料；二是它制作流程相

当复杂，包括和面、揉面、和馅、揉馅、压饼、团
饼、上芝麻、再团饼、烘焙等十道工序，因此真
正掌握技术精华的人为数不多。 尤其到了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 武冈空饼的生产几乎举步维
艰。

传承，不守旧
“我们姐弟之所以捡起这门手艺，是源于

家族的传统。 ”银丽芳告诉记者，银氏族人向来
以熬制麦芽糖为业。 爷爷银泰祥曾是武冈糖厂
的创始人之一， 父亲银和治从小学做麦芽糖，
逢年过节，就在自家做空饼卖，远近闻名。 银丽
芳原来在江苏做汽车销售，弟弟银中华大学毕
业以后，也在沿海做模具设计，一到传统佳节，
都要被父母叫回来帮忙熬糖做空饼。 后来，一
方面，眼看父母年龄渐长，慢慢有点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 也想把祖传的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于是，从2012年开始，弟弟银中华、姐姐银丽芳
陆续回乡，当起了武冈空饼的传承人。

传承，但绝不能守旧。 为此，弟弟去广州进
修学习西式糕点制作方法，尝试在空饼的馅料
里加入了花生等各种坚果粉末， 这样空饼更
香、更脆，不再甜腻，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姐
姐在长沙遍访各位湘点大师， 请教各方高人，
使传统美食的味道进一步完善。

为了让空饼烘焙得恰到好处，姐弟俩多次
改炉。 由最早的吊炉，到炭烤炉，再到后来的开

放式烤炉，反复尝试，多方比较。 目前的开放式
烤炉，下面烧天然气，上面用电，中间一层放
饼，这样烘焙出来的空饼，不仅不会发硬，而且
不因季节改变口味，质量更加稳定。

创新，不忘本
由当年父母留下的小作坊，到搬进县城工

业园区的新厂房；由过去的小小实体店，到现
在通过网络推销到全国各地；由过去的“养在
深闺人未识” 到现在年销售收入近百万元；银
丽芳姐弟的空饼事业越做越大，离梦想越来越
近。 但他们深知，空饼是祖上传下来的事业，是
武冈古城独有的味道， 是无数游子心中的记
忆，无论怎么创新，但始终不能忘本。

“空饼的味来自麦芽糖，空饼的空也来自
麦芽糖。 ”目前，尽管市面上用化学方法生产的
麦芽糖便宜得多，但是，银丽芳姐弟始终秉承

“古法”“匠心”来制作麦芽糖。 水，用的是云山
脚下的清澈山泉水；米，是精挑细选的早稻米；
催芽，一定要选在夏、秋两季……对于花生、芝
麻等坚果的选择，姐弟俩也颇有讲究：花生不
要用那种个大的，而是要用本地那种红皮小花
生；芝麻不要选那种颗粒好看的，相反，糙一点
的更香……

用心传承，匠心打造。 奋斗路上的银丽芳、
银中华姐弟，他们做的饼，空空的、脆脆的；梦，
实实的、甜甜的！

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老肖的夫人，对老肖有意见。
“我老公不持家，花掉了300多万元。 年关

债主进门，好不心烦；
“要他进城开个小店，稳稳发点财，他听不

进去……”
2月10日，正月初六，午餐时间。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古镇，天气寒冷。
记者和一帮子朋友游玩，走进“靖港八大

碗”大堂，围着火炉坐定，主人毕慧红趁机告
状，“炮轰”老公。

老公肖力在厨房掌勺。
倾听她“倒苦水”发现，夫妻矛盾由来已

久。 越是过年，她意见越大。

一告老公：“只晓得‘烧钱’，不
晓得赚钱”

毕慧红“状告”老公“花了300多万元”，钱
到哪里去了？

“写一本书，花了十多万元，至今冒看见书
的影子；

“做网页，砸进去一大坨钱；
“搞民俗博物馆，花了一百几十万元；
“钻山打洞，求亲告友，高价钱收集许多古

董；
“租房、装修非遗基地，花了100多万元；
“尤其是写非遗的书，跑了湖南几十个县市，

调研饮食文化，搜集资料，流浪几年，劳心费力，
店里生意放着不做，正业偏废……”

对老肖夫人的“状词”，记者随后找老肖求
证，句句是实。

肖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靖港八大碗”代
表性传承人；又是起源于清朝、民国时期，闻名
遐迩的靖港小吃集大成者。

肖力说，非遗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 这10年来，非遗传播、传
习、制作，抢时间抓紧做，资金上不断投入。

肖力传承多位师傅、 三代先祖的手工饺
子、饺饵、米粉、米豆腐、白粒丸、香干、白干子、
卤菜、腌菜、腊味等手艺，总结了300多种靖港
菜品、小吃的“古法”，写书拿下了初稿。

“他只晓得‘烧钱’，不晓得赚钱。 ”毕慧红
非常生气。

二告老公：拆台“糖油粑粑项
目”“猴子掰玉米，贪多”

“我看准了，在长沙地铁口，炒糖油粑粑，
门面选好了；

“他是师傅的关门弟子，唯一传人。 他师傅
靠糖油粑粑一门手艺，起一栋楼，嫁一个女，收

两个媳妇；
“手工靖港八大碗，他变几十个花样。 靖港

‘芦花江’手工小吃，他做得几十种。 他拜师多，
好多品种是关门弟子，手艺独传；

“别人绝技在身，不过一两门手艺；他有几
十门绝技，随便挑一个做，立马发快财。 ”

毕慧红说， 肖力样样都做，“猴子掰玉米，
贪多”，没有效益。 她决策的“地铁口糖油粑粑
项目”，肖力明不做声，暗里阻挠。

这时，肖力端一盆白糖饺饵，分席馈赠。
“表皮脆嫩，‘心太软’，入口即化，风味妙极

了。 ”一位姓隋的中年食客，点赞白糖饺饵。
“我是武汉人。 武汉小吃发达。‘芦花江’小

吃、靖港八大碗，美食不输武汉。 ”
隋先生这一大桌，两对中年夫妇，一位老

妈子，三个小毛孩，撑饱了，还在吃。
“正宗糖油粑粑，手工磨粉，特殊炒制，不

是市面上的机器磨粉，口感大不同；也不是圆
形，是猪腰子形；

“白糖饺饵，他也是关门弟子，师傅独传。 ”
毕慧红说，哪一门绝技都值钱，都没有发

挥“钱途”，实在气人。

三告老公： 垫进去100多万元
嫁妆，发财机会无一兑现

上世纪60年代起，“靖港八大碗”销声匿迹
半个世纪，现在东山再起，声名在外。

一年多时间，从人民网、央视，到省内，有
30多家媒体，给肖力做专题报道。 远道的美食
人士，来自江西、湖北、广东等地。

非遗“靖港八大碗”，成了靖港古
镇名片、长沙美食招牌，接待过俄、日、
澳、美、韩、冰岛、奥地利等20多个国家
的代表团和政要、商旅人士。

节假日， 店里开流水
席。 天亮早起备菜，中午开
餐，做到晚上11点钟，才能
收工。

肖力的付出，开始见成
效。

“累得脚打跪、一身痛；
赚了个名气，不赚钱。 ”

毕慧红说，肖力坚持采
购绿色、有机食材，成本老
高；小吃、大菜，一定是手工
制作，亲力亲为，耗时多，人
累；待客不起高价，起早摸
黑赚一点辛苦钱； 负债经
营，何日还清账心里没底。

“几个老板找上门，谈
加盟店。 西安、长沙、广州，

都有旅游区请他开分店。 肖力对他们说，必须
坚守‘古法’，不改革，不创新，不做商业性快餐，
守住老祖宗的遗产；

“发财机会多，他一个都没兑现！
“自己婚前多年积蓄，100多万元现金嫁妆，

垫进去，赔了！ ”
毕慧红说着，火气上升。
“我家大妹子说什么呢？ ”此时肖力凑过来

了。

后记：老公称赞“好老婆”，老
婆“告状”烟消云散

面对毕大妹子的“长篇告状”，一堆人拿不
定态度。

沉默了一会，与记者同行的80岁曾爹爹开
腔：

“你家老公不贪钱，有追求，有志向。 能做
到他那样的人，不多呢；

“古话讲，清官难断家务事。 古话又讲，嫁
鸡随鸡嫁狗随狗。 对你老公，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时间会给出答案。 ”

“客人喜爱手工美食。 喜欢传统饮食文化
的人越来越多。 经营上我有信心，请老婆大人
宽心。 ”肖力叫夫人给大家添茶，“老婆对我支
持大，是好老婆。 ”

毕慧红一吐为快，竟转为笑脸，乐呵呵提
开水去了。 刚才的“告状”，烟消云散。

大家惊叹， 好险， 刚才要是冒昧表态，会
“中招”下不得台。

毕大妹子正月“告夫”

空空的饼，实实的梦 易博文

春节前，长沙市报出“小区给业主
发红包”的消息：芙蓉区东成大厦，发了
近20万元； 开福区中国铁建山语城，发
了34万元。 细数起来，近两年全市已有
盛世荷园、金色比华利、鑫天山水洲城
等近10个小区加入了发“红包”行列。

信息时代，“好事也出门”。一时间，
这些小区成了众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小
区”“传说中的家园”。 回眸一看百“怨”
生，自家小区无颜色。为什么“我家小区
只晓得收钱，服务就不行，人家小区还
有钱发，他们是怎么搞的呢？ ”

乍一看，还以为是物业管理公司破
解了业主拒交、拖欠物业管理费的“难
题”，进而提升服务、创建品牌，物业管
理进入了“创品牌”的新时代哩。 细读1
月30日《湖南日报》的报道，才知道这钱
原来不是物业管理公司发的，业主委员
会才是“金主”。

据东成大厦业委会主任谈俊介绍，
“钱由业委会根据业主代表大会决议发
放，去年春节发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
发了。 ”其他小区，都是“小区业委会给
全体业主发放红包”。 金色比华利小区
给业主发了190万元。 这个小区以前管
得并不好，2年前，业主投票，解雇了原

来的物业公司，开启了业主自行管理模
式。 没想到，这一改“一举成名”。

当然，我们绝非矮化、贬低物业管理
公司的作用。只是说发“红包”这档事，跟
物业管理公司无关，或者说关系不大，相
反，与业主管理委员会关联度更大。这枚
甜“果”，是业主自己种下的“因”。

套用一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
“红包”。 天上不会掉“馅饼”，“红包”得
靠自己挣回来。

现实生活中，一些业主以物业管理
差拒交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以物业费
收取率低降低物业管理标准，小区管理
陷入恶性循环， 如此境地还奢望什么
“红包”？一些业主对小区公共事务漠不
关心，有些小区连业主管理委员会都成
立不起来，哪会有“红包”飞来？

梦想，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与其羡
慕“别人的小区”，不如行动起来，当热
心人、出一份力。 说不定明年春节，“红
包”就有你的一份。

一个小区如此，一个县、一个市乃
至一个省、一个国家莫不如此。 不等不
靠，既不“羡慕”“忌妒”也不“恨”，大伙
儿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就会
有“红包”，才能得“红利”。

今天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就让我
们从今天开始吧！

三湘时评

“红包”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罗长胜） 昨天下午， 省公安厅
召开视频会议， 专题调度春节道路交
通安全和社会面防控工作情况， 副省
长、 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出席调度会
并对下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许显辉指出， 春节期间， 全省各
级公安机关严格执行领导带班、 24小
时值班备勤等工作制度， 不少民警放
弃春节与家人团聚， 顶风冒雨战斗在
工作岗位上， 确保了多场大型群众性
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道路通行秩序整
体良好， 全省社会治安大局整体平
稳。

许显辉强调， 目前已迎来春节返
程交通高峰，保安全、防事故、保畅通的
任务十分艰巨繁重。 各级公安机关要

高度重视、精准施策，全力抓好后续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平安畅通，社会
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紧紧围绕交通事
故、交通拥堵、恶劣天气影响等方面的
风险，大力加强分析研判；时刻绷紧安
全之弦， 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交通事
故； 针对可能出现的拥堵路段和节点，
全力管控高速公路通行秩序，全力疏导
城区重点部位交通；深入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快侦快破现行案件。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和长沙、 邵阳、
永州、 岳阳、 张家界、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 常德等市州公安局分别汇
报了全省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和春节安保工作情况， 省公安厅视频
调度了13个重点道路现场执勤点的通
行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城市乡村皆欢悦
2月10日， 长沙橘子洲灯笼高挂，

6000盆鲜花摆出的巨大“福” 字成为
游客争相合影之地。 一首万人同唱的
《我和我的祖国》 新春快闪在央视播出
后， 长沙再度给世人带来惊喜。

春节期间， 城市文化旅游活力迸
发。 全省各大城市旅游景区点， 尤其
是城市内公园、 主题游乐园、 文博馆、
古街古巷等人流如织。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市“三馆一
厅”、 橘子洲彩灯、 铜官窑古镇首届国
际花灯展、 宁乡炭河马戏表演、 长沙
海底世界“海洋之旅”、 太平街等古街
巷的各种年味活动颇受欢迎。 常德市
柳叶湖环湖沿线景观带装扮一新， 娄
底市区孙水河公园、 新化县十里梅堤、
双峰和涟源的沿河风光带等， 都进行
了夜间亮化， 成为城区文化旅游新地
标。

乡村旅游火爆依旧。 长沙县开慧
镇板仓国际露营基地“慧润乡村年
会”， 黄兴镇风车谷“稻草人卡通艺术
节”， 江背镇锦绣江南生态农庄 “梦
幻灯光节” 等， 成为市民短途周边游
的好去处。 怀化市洪江区茅头园村上
演“星空小镇过大年” 活动， 芷江明
山顶开展新春祈福民俗活动， 中方土
地主农庄、 麻阳楠木桥村、 沅陵的凤
凰山、 辰龙关、 胡家溪等生态型景区
吸引了大量自驾游客。 郴州永兴县板
梁古村、 汝城县金山古村、 资兴市流
华湾古村等古色古香的湘南古民居，
吸引了众多粤港澳游客前来。

文旅融合丰富旅游体验
祈福过年是传统民俗。 春节假期，

我省以迎新纳福为主题的名胜祈福游
热度居高不下。 除夕和初一， 南岳、
韶山、 炎帝陵、 郴州苏仙岭、 永州九
嶷山等景区人潮涌动。

2019年是加快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的开局之年。 春节前， 省文化和旅游
厅捧出“文旅大餐”， 发布1500余场
次活动预热市场。 节日期间， 各类民
俗演出好戏不断， 火爆全省。

醴陵市瓷器口新春庙会年味浓浓，

传统戏曲在清音台倾情演绎， 花鼓戏
《福寿图》 正热闹上演， 生动展现传统
文化的魅力。 茶陵县“茶乡花海” 旅
游节暨民俗大庙会， 40万株茶花和郁
金香、 30万株芝樱、 石竹、 三色槿竞
相开放， 假期吸引游客近20万人次。
吉首市苗族群众开展的“百狮会” 活
动， 吸引了四省十乡百村的舞狮爱好
者们齐聚矮寨。

此外， 邵阳市崀山景区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演、 瑶王宴等民俗表演，
娄底双峰县的狮舞迎新年活动， 湘潭
市壶天镇的壶天灯表演， 衡阳市百万
樱花园景区的民族风情大巡游， 这些
特色活动让游客既欣赏了景区美景，
又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全民共享旅游新业态
“热汤白雪”、 新体验项目等旅游

产品是假期热门。 长沙宁乡灰汤温泉、
郴州汝城热水温泉、 莽山森林温泉等
温泉产品几乎满负荷运转。 国家4A景
区汝城福泉山庄入住率达90%以上，
且主要以广东、 江西游客为主， 莽山
森林温泉酒店也是一房难求。 灰汤温
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紫龙湾温泉度
假酒店、 永顺县不二门野溪温泉春节
期间分别接待游客4.8万人次、 1.38万
人次和1.72万人次。

浏阳市滑雪产品成为新亮点， 大
围山创新推出了雪地表演、 滑雪舞龙
等系列活动； 郴州五盖山滑雪场更是

“截和” 了原本打算去北方滑雪的大批
广东游客。

此外， 户外运动、 红色旅游、 旅
游民宿等新业态日渐成为新宠， 全民
共享全域旅游发展成果。 郴州市北湖
区四清湖水利风景区的户外拓展活动，
以及绿心童乡景区开设的滑草等体验
项目， 深受儿童喜爱， 春节期间接待
游客3.2万人次。 平江县石牛寨景区各
种惊险刺激的体验项目成为爆款， 7天
接待游客16万人次。

特色民宿供不应求。 东江湖的
“那一年”， 平江的“自在平江”， 张家
界的“五号山谷”， 板仓的“慧润民
宿” 等一批独具特色的民宿， 成为一
些自驾团队、 家庭出游的首选旅游目
的地。

许显辉视频调度春节道路交通安全时强调

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春节假日，三湘大地喜气洋洋，全省旅游市场———

“文旅大餐”年味浓

侗乡新风景
2月10日，通道侗族自

治县坪坦乡坪寨村，村民在
表演自编自导的民俗文艺
节目。 春节期间，该县侗乡
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 吸引村民及游客参
与。 尹序平 摄

漫画\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