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上接1版）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介绍，燃

放烟花爆竹所带来的PM2.5浓度升高
效应依然非常明显。2月4日（除夕）上
午6时，全省PM2.5浓度均值为58微
克/立方米，随后开始出现升高；至5
日（大年初一）上午5时，全省PM2.5均

值为196微克/立方米， 达到高峰，此
后浓度逐渐回落。由此可见，受烟花
爆竹集中燃放影响，全省这一时间段
内的平均PM2.5浓度升高了3.4倍。其
中， 娄底市在此期间的PM2.5浓度升
高了6.6倍；常德市的PM2.5小时浓度
峰值为全省最高，达323微克/立方米。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锣鼓敲起来，苗歌唱起来，狮子
舞起来，十里八乡的苗家人赶过
来……群山环抱中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沸腾了。

2月8日，农历大年初四，苗家人
的节日盛会———2019年中国·矮寨
苗族百狮会正在这里举行。

矮寨是一个具有深厚苗族风情
的村寨，地处大峡谷，四周皆为巍峨
险峻的大山， 著名的矮寨特大悬索
桥就从镇子上空穿过。 当天气温骤
降，雨雾升腾，云烟氤氲，抬望眼，红
色的矮寨大桥犹如挂在天边， 隐约
中如天桥玉带。 如诗如画， 美哉壮
哉！

在绝美超凡的风景之下， 矮寨
镇却热闹非凡，满是人间烟火气。

矮寨赶“二七”，即逢农历初二
初七赶集。初四不是赶集日，但人比
赶集天还多。熙熙攘攘的人流，街道
两边的店子全部开了张， 大家操着
各种语言在交流，有苗话，有汉话，
有吉首话、凤凰话、花垣话等各种方
音， 真正是一场新春民间民族民俗
盛会。

据矮寨镇镇长田军文介绍，今
年参加百狮会的狮队共有79支，中
午时分，吉卫新寨狮子甲队、吉卫新
寨狮子乙队、 花垣职业高级中学队
等11支狮队将在矮寨小学现场竞
技，比赛爬桌子登高，这也是百狮会
的高潮。

“耍宝人”手持红球，上下挥舞，
身后“狮子”摇头晃脑，随之舞动。一
路钻桌子、登高台，最后还要在直立
在最高处的4个桌腿尖上， 摆个造
型，煞是惊险，观众的掌声也是一浪
高过一浪。

73岁的时元高是州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苗族舞狮的传承人，也
是“百狮会”的裁判长。 他说：“舞好
‘狮子’要手脚灵活，再和锣鼓声紧
密配合。动作要具美感和力道，要有
轻、重、缓、急。 ”

获得冠军的花垣职业高级中学
队是特地从花垣县赶来参赛的。 队
长吴谨是个20岁的小伙子， 在学校
学的是汽修专业， 练习舞狮有1年
半。去年，他曾作为中联黄飞鸿武术
龙狮协会的一员参加过央视春晚，
在珠海分会场进行过表演， 担任鼓
手。他介绍说，这次他和队友们带了
5头狮子来表演，他仍然当鼓手。

在舞狮时，鼓手就是指挥。吴谨
个子不高，体形精干，对舞狮很有心

得：“在进行高难度的舞狮表演时，
非常考验队员的心理素质， 队员之
间的相互信任尤其重要。 只有足够
信任， 才能配合好， 避免踩踏、摔
跤。 ”

群狮队伍中， 还有几个女子舞
狮队。苗族大姐石帕金今年56岁了，
是女子舞狮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体力精神非常好，还能舞狮头，这让
许多年轻汉子都自叹不如。

71岁的邹善成是全州有名的扎
狮子艺人。 他从15岁就开始学扎本
地苗狮。他介绍说，苗族先民住在深
山，扎出狮头形象，配上五颜六色的
彩布做狮皮，为的是吓退山中野兽。
苗家狮子和汉族狮子不一样， 它个
头略小，狮身的绣花、图案和字体都
深具苗家特色。“把山竹劈成篾片或
篾丝，扎成狮头框架，糊上白纸，再
涂上各种颜色， 画上祥云等祥瑞图
案，高额、大眼、宽口，看上去非常威
武。 为了耍起来更轻便， 骨架的编
织，篾条的长度、弧度和拼接方法都
有讲究。 ”

老人虽然年逾古稀， 但宝刀不
老，一年还能扎几十个狮子。他骄傲
地说:“今天舞得好看的狮子都是我
扎的。 ”

人群中，除了狮子，耀眼的还有
美丽的“黛帕”（苗语：姑娘）。 她们身
着苗族盛装，戴着全套银饰，既庄重
又喜庆。她们走到哪儿，小伙子们的
目光就追到哪儿， 歌声和笑声就飘
到哪儿。

这方唱罢，那边登场。百狮会在
群众热烈的喝彩声中顺利结束了，
可苗歌比赛和苗鼓比赛还正进行得
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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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兰荣

农历新年到，不少孩子收到了压岁
红包、新款玩具等。 但衡阳市珠晖区居
民陈建平送给儿子陈瑜坤的，是一份特
殊的新年礼物———带他做春运志愿者。

2月3日，除夕前一天，衡阳火车
东站人头攒动，归家游子步履匆匆。

“阿姨，我帮您提上去，进站口
在二楼，您跟我来！ ”说着，穿着红马
甲的陈瑜坤和父亲陈建平分别提起
一件行李走在前面， 一个抱小孩的
旅客紧随其后。

“我问他想要什么新年礼物，他
说他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做春运志
愿者，就带他来了。 ”陈建平告诉记
者， 他是衡阳备战青年志愿者协会
志愿者， 平时有空会参加各种志愿
服务活动，儿子从小耳濡目染，对此
也格外热情，虽然今年才12岁，却已
有三四年志愿服务经验。

“他做春运志愿者还是头一次，
原来也跟着来过，因为年纪太小，旅客
调侃他说‘你还没行李高呢，不用你帮
忙’。”陈建平说，过去屡遭“拒绝”的儿
子悄悄憋着劲，这次就想来还个愿。

记者站在一旁， 仔细观察这位

小志愿者的举止。
“不好意思，我要赶车，但还有东

西忘了给朋友，可以托你保管一会儿，
等他来拿吗？”一位旅客焦急地向陈瑜
坤寻求帮助。陈瑜坤耐心听着，一边指
引旅客来到行李安检处，一边安抚道：
“您别着急，如果不是贵重物品，可以
交由车站工作人员暂时保管。 ”

这边刚处理妥当， 一些旅客见
陈瑜坤穿着“红马甲”，纷纷围上来
问询。

“我第一次来衡阳，你帮我看看
这趟车怎么换乘？ ”

“这里有行李寄存处吗？ ”

“请问吸烟室在哪边？ ”
面对各种询问， 陈瑜坤落落大

方，不慌不乱回答。 陈瑜坤显得老练
的“业务素质”，得益于他日常的积
累。“别人家孩子周末去游乐场和公
园玩， 我家孩子主动要求跟着去敬
老院、孤儿院。 看着我在家里筹备一
些志愿活动， 他写完作业都会来帮
忙。 ”陈建平说。

“现在的孩子大多吃穿不愁， 如
果只给予他们物质上的‘礼物’， 可能
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 今年带儿
子服务春运， 我感到挺开心的。” 陈建
平笑着说。

据了解，在衡阳，像陈建平这样
的注册志愿者已超过17万人。 受他
们的影响和感染，他们的家人、朋友
很多也参与进来。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龚电明 邹鹏

2月5日，大年初一。当天上午，益
阳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桃江县
鲊埠回族乡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走
在车门塅村的乡道上，只见一条金龙
伴着喜庆的锣鼓声， 时而破空直上，
时而辗转腾挪，时而盘旋昂首，形成
一连串不断滚动的大金圈。

这是该乡车门塅村的回族同胞
自发舞龙为乡亲拜年。

“舞龙拜年又热闹又好看，祝福
送上门，打红包都不要，这个活动搞
得好！ ”车门塅村村民李克儒说，以
前过年，看到送财神、送福的都要准
备好红包，小了人家都要说“空话”，
今年的舞龙队上门拜年分文不取，
节目还一个比一个好看。

这样的变化， 得益于当地推动
的“刹人情歪风”专项整治工作。

在桃江县鲊埠回族乡， 移风易
俗、文明节俭的意识也深入2万多名
回族同胞的心中，全乡9个村和社区
新风扑面。

江家坝村李军家的地坪里，一
团熊熊燃起的篝火， 引来一百多名
回汉同胞载歌载舞，展示才艺。“村
里的老老少少都来了， 过年麻将不
打了，红包不抢了，鞭炮也不放了，
年味反倒更浓了， 这才是家乡的味
道。 ”组织者李军介绍，改革开放以
来， 村里在外工作和务工的人越来
越多，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
少，组织这次篝火晚会，就是为了营
造浓浓的过年气氛， 让大家记住这
份乡愁，更加融洽邻里感情，倡导过

年新风尚。
春节前后是办酒的高峰期，南

京湾村的李达建了新屋准备办酒，
却遭到了党员父亲李丙尤的强烈反
对。父亲表示，党员家庭必须带头维
护好村上来之不易的新风气， 如果
非要庆祝， 就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
方。李达欣然接受了父亲的规劝，不
仅没办酒， 还拿出准备办酒的钱来
资助哥哥的子女上学， 减轻他们的
家庭负担。

乡干部告诉记者，2018年，车门
塅村村民李某红儿子考上大学，不听
乡村干部劝阻，操办了“升学宴”，燃
放了鞭炮筒炮。 随后，该村红白喜事
理事会对李某红予以通报批评，并在
全村范围内张贴通报，在这个以回民
居多的村里引发了不小轰动。

通过整治， 该乡群众感受到了
村规民约的刚性约束力， 更感受到
了文明新风带来的幸福成果， 大家
打心眼里支持拥护这项工作。“以前
都不敢回家过年，乡里人情重，一个
春节拜年喝喜酒要花掉大半年的收
入，而且放鞭炮后门前一层硝石灰，
空气呛人。 ”打工返乡的军工嘴村村
民李益民说：“现在崇尚小事不办，
大事简办， 不仅为我省下近万元的
人情钱， 连过年的烟花鞭炮钱都省
下不少呢。 ”

在江家坝村， 村民詹立儒还免
费领取了乡政府赠送的“文化下乡”
春联，喜气洋洋贴在堂屋门口，逐字
逐句教孙子朗读。 他乐呵呵地告诉
记者，党的政策好，一副春联看似事
小， 但也是老百姓幸福指数不断提
高的缩影。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过年这几天， 黄二德每天都要
跟亲朋好友喝点酒。 每次一端起酒
杯，家人提醒他少喝点时，他便要嗔
怪：“我又不吸烟了，就喝一点点，过
年嘛，图个开心！ ”

黄二德患有尘肺病， 经省职业
病防治院诊断为尘肺三期， 是尘肺
病中最严重的一级。 因没有出现肺
气肿等并发症， 平日里他看起来与
常人无异。 正是如此，他自己对“尘
肺病人”这个身份还有些不认可。

“只要不做剧烈运动，天冷时注
意加衣保暖，就没什么，好得很！ ”黄
二德张嘴说话，便露出一口黄牙，右
手食指和中指指尖被烟熏得有些发
黄，俨然一副“老烟枪”形象。

按20多年的“烟龄”算，他的确
是一个“老烟枪”。 但自从2008年检
查出尘肺病后，他便毅然戒烟了。

黄二德是郴州市宜章县浆水乡
锁石村人，1米8的个儿， 浓眉大眼，
脸部轮廓刚毅有型。40年前，他也算
得上是全村数一数二的“标致”后
生， 人长得俊朗， 干活也是一把好
手。

1978年，他一个17岁的小青年，
出工记的分数比得上一个壮年劳
力， 先后当过大队的保管员、 记工
员。 1980年，他与兄长一道，在村里
率先盖起了红砖房。

那栋两层楼的红砖房， 坐落在
锁石村最高处。站在房前，整个村庄
以及环绕村庄的起伏山脉， 尽收眼
底。

四季循环， 红砖房见证了黄二
德许多重要人生节点：娶妻、生子、
子女成长考大学等； 也记录了他长
达20年的矿工职业生涯、 办大型养
殖场的创业经历等。

在亮堂的地方， 能发现黄二德
的手背、脸颊上“嵌”进了很多煤渣，
像一颗颗小痣布满皮肤表层。

黄二德介绍，1990年，家里幺儿
出生，经济压力渐大，得知村里有人
在煤矿挖煤每月可以拿到四五百
元， 这比他在村里打碎石做建房地
基材料每月赚一两百元要多得多，
于是他便跟着村里有经验的人下井
挖煤了。

这一做竟然就是20年！ 期间辗
转换了十几家煤矿， 做过的岗位包
括掘进、挖煤、领班、矿长等。 每月能
拿到的工资也随着岗位和资历变化
而变化：挖煤工大约每月四五百元，
领班每月1000多元，当矿长每月能
拿到2000多元。

那时候， 锁石村几百户人家的
壮年劳力，几乎都在小煤矿当矿工，
那是家里吃穿用度、 供子女上学的
所有经济来源。

黄二德说，掘进石灰多，挖煤煤
尘大， 那时候大家没有意识要保护
自己的呼吸系统， 小煤矿也没有条
件采取保护措施， 现在村里尘肺病
患者不少。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尘肺，以前
哪晓得这么多。 2008年我骑摩托车
摔了一跤，去医院检查，说可能有尘
肺。那时候孩子还在上大学没毕业，
哪能休息啊，也没管那么多。 ”黄二

德一边说一边笑， 好像顶着尘肺病
继续在粉尘环境作业， 对他来说是
一件再正常不过也不值一提的小
事。

2010年左右， 黄二德在子女劝
阻下， 彻底摘下矿帽， 不再当矿工
了。

忙了半辈子，突然闲下来，他有
些无所适从。逮着一个机会，他办起
了养殖场。

在农村， 养几只家禽是顺手的
事；但办一个养殖场，饲养1万多只
走地鸡，就是个辛苦活。

“一次性养1万多只鸡，在附近
村子都是头一回。 ”黄二德说，养殖
场与企业合办， 他负责日常饲养经
营，企业负责进购鸡苗、接种疫苗和
肉鸡销售。 起初还挺有信心，后来遇
上恶劣天气， 加之肉鸡收购时间一
拖再拖，成本增加，最后辛苦大半年
没赚到钱。

谈起这次创业经历， 黄二德总
结：“还是想得不够全面， 第一次规
模搞得大了点，不明智，一口气吃不
成胖子嘛！ ”

也许是年岁渐长气力越发不
济， 以往似乎不存在的尘肺病偶尔
开始“发威”。 黄二德感觉胸闷气短
来得比以往更频繁了些。

2015年，架不住子女劝说，黄二
德前往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治疗。
此时， 政府对小煤矿的整顿越来越
严厉，很多煤老板转行不知所终，落
下尘肺病的矿工无处找人负责，只
能自己为职业病“买单”。 黄二德首
次住院，15天，花费1.3万元左右。

尘肺病不可逆转， 医生建议每
年定期康复疗养。2016年，黄二德申
请到了政府专项医疗救治救助，宜
章县总工会组织了一批尘肺病农民
工入省职业病防治院治疗。2017年，
我省进一步实施尘肺病农民工救治
救助民生工程， 无责任主体的农民
工尘肺病患者只要带着身份证和有
效诊断证明， 就可到定点医院治疗
保养。

据省职业病防治院张贻瑞院长
介绍，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计救治
救助患者2.5万人次，其中湖南省职
业病防治院救治救助7985人次。 总
医疗费用近2亿元，患者自付费用占
总费用4.1%，人均自付仅320多元。

黄二德也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2017年和2018年他都按时到省职
业病防治院接受治疗。

“脸上手上的煤渣是去不掉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医疗政策越
来越好， 儿女在城里也都有自己的
家庭和事业，日子越来越好，以前做
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谈及儿女，黄
二德满是成就感和幸福感。

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黄二德，
已经随子女在县城安家近10年。 逢
年过节的时候， 儿子开车送他回乡
下与乡亲们叙旧。

在县城，黄二德也没闲着，他在
儿子经营的一家汽车美容中心帮忙
照看打理。 他说：“年轻人办事有时
难免冲动不仔细，我给把把关，出出
主意。 ”店里生意很是红火，今年每
个股东分红几万元， 黄二德也是股
东之一呢！

特殊的新年礼物

回族乡劲刮“节俭风”

一个尘肺病患者的乐观人生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春节期间， 记者在长沙见到陈
见林时， 他正在筹划新开一家餐饮
店。 一年多时间未见，陈见林黑了、
瘦了，但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过去的这一年啊，我养的鹅肥
了，鱼大了，销路打开了，承包的池
塘水上、水下都赚钱了，一家人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了。 这不，还想再投资
开一个饭店。 ”陈见林开心地说。

陈见林是茶陵县舲舫乡宏旺鹅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人。 说起
他，在舲舫乡可谓无人不知。 退伍不
褪色、扶贫典型、村民致富“领头
羊”……这些“荣誉称号”，都是当地
人送给他的。 当然，在当地，他最有
名的“称号”还是“鹅司令”。

2018年，对陈见林来说，是丰收
的一年。 他承包池塘赚钱了，他还带
领1800余户贫困户增收。 他创办的
宏旺鹅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
2018年度株洲市“两型”示范单位，
他本人也在茶陵县第六届道德模范
暨“茶陵好人”评选中，被评为“助人
为乐道德模范”。

1995年， 陈见林退伍后留在广
东做生意。 2005年，经10年打拼，陈
见林小有成就， 但他毅然放弃在广
东的生意，回乡创业。 他在茶陵县舲
舫乡长鸭村承包了一片荒废的池
塘， 开始养鱼养鹅。 但因为交通不
便、信息不畅，陈见林养的鹅虽然出
栏量大，但长期把握不准市场走向，
利润微薄，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2018年， 从茶陵穿境而过的武

深高速全线贯通， 陈见林终于把自
己的鹅卖到了广东市场， 全年销售
商品鹅20多万羽，销售额达2000多
万元。 当年，他还邀请专业的农业规
划团队， 将自己的养殖基地规划为
生态产业园， 分成“鹅鱼高效养殖
区”“鹅鱼产品研发屠宰加工区”“鹅
鱼文化休闲观光区”三大功能板块，
并已开工建设。

陈见林说：“水上养鹅、 水下养鱼，
水上水下都赚钱， 这是我的致富经。
2018年，我还改变养殖品种，把草鱼等
‘四大家鱼’ 换成鳜鱼、 鲈鱼等名贵鱼
种，这些鱼销路更广，利润也更高。 ”

一人富，不算富。 面对许多尚未
致富的乡亲， 陈见林琢磨着怎么带
动更多人致富。

2018年， 陈见林以合作社为平

台，采取“合作社+养殖基地+农户”
的模式，免费向贫困户发放鹅苗，并
负责技术指导，等鹅养大了，由他负
责按市场价回收，不仅自己赚了钱，
贫困户也实现了大幅增收。 当年，陈
见林共向茶陵县19个贫困村1800余
户贫困户免费发放了价值超过50万
元的鹅苗， 并为他们定期举办养鹅
技术培训。

陈见林跟记者算了一笔账，按
每户贫困户领取30羽鹅苗算， 半年
后可产蛋400枚左右，按市场价可卖
1600元；养殖6个月以上的鹅，市场
价为每公斤26元，一只鹅可卖150元
左右，30只鹅可卖4500元。 两项加
起来，收入可达6100元。

陈见林说：“茶陵县是2018年才
摘帽的省级贫困县， 但脱了贫并不
是就致富了。 这些年，我养鹅养鱼得
到了党和政府以及乡邻们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 现在我帮助乡邻们增收
致富，是理所应当的事。 ”

“鹅司令”：要带更多乡亲致富

苗家百狮贺新春

� � � � 2月 11日，龙
山县里耶镇， 电力
工人在八面山上抢
修受损线路。近日，
湖南西北部出现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
高海拔山区最低气
温降至零下2摄氏
度， 电力工人加强
对易结冰区域线路
的巡视维护， 确保
群众正常用电。

田良东 贾高宇
摄影报道

� � � � 2 月 11
日，道县濂溪
蔬菜基地菜
花竞相绽放，
菜农劳作其
间，呈现一幅
人勤春早的
美丽画卷。
何红福 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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