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通讯员 尹振亮
胡国飞 记者 颜石敦）2月15日， 在嘉禾县
巨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机械设
备飞速运转， 一批批模具经过精密加工变
成一台台数控机床。 公司董事长廖巨清介
绍，公司为国内外众多高新企业做机床，市
场前景看好。公司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
是技术创新。

嘉禾铸造始于明末清初，享有“中国锻

造之乡”“江南铸都”等盛誉，高峰时嘉禾县
有近500家铸锻造企业， 年产铸件近80万
吨。该县因铸锻而兴，也因铸锻而困，随着
铸锻造业迅速扩张， 家庭式管理、 产品低
端、能耗大、污染大等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为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该县按照“停产
整顿一批、整合入园一批、技改提升一批”
的思路， 引导锻造企业转型升级， 向集约
化、投资少、高效益、资源节约型方向发展。

对不符合环保政策、 产业布局且难以
进行整改的铸锻企业， 嘉禾县坚决依法取
缔关闭。同时，投入2.5亿元，建立坦塘（铸
造）工业园，把分散各乡镇的铸锻造企业整
合搬迁至园区，园区管委会严格规范管理。
每年安排6000万元产业引导资金， 鼓励铸
锻造企业与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铸协
等开展合作，进行技术创新，很快形成以巨
人机床、雄建机床为龙头的机床铸件组团，

以众合铸业、 精艺铸造为龙头的木工机械
铸件组团，以恒远铸业、永华工贸为龙头的
生活电器燃具类铸件组团等。其中，永华工
贸年产值由2016年入园前1980多万元，增
至去年8900多万元。

目前， 嘉禾县有铸锻造企业393家，年
产量达100万吨，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占据江南35%以上的市场份额。去年，
该县铸锻造业缴税比上年增长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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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雷鸿涛 张练军
向晓慧 郭跃峰）“去年我们夫妻在合作社
养天鹅赚了5万元，多亏了村里的‘天鹅书
记’哩。”新春时节，记者来到洪江市茅渡乡
中心村时，脱贫户杨长军正在给天鹅喂食，
他乐呵呵地说，今年将继续“撸起袖子加油
干”。“天鹅书记”是指中心村党支部书记杨
远望， 他牵头创办的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带动了一批贫困户脱贫。

据了解，2017年以来，洪江市大力实施
“头雁培育”工程，进一步增强村级组织的

凝聚力、战斗力。结合村支两委换届，先后
将663名“乡土能人”“经济能人”“致富带头
人”充实到村支两委班子。杨远望就是作为
“致富带头人”，经“头雁培育”工程培育，被
选为了村支书。目前，洪江市村支两委班子
成员中，“能人”占70%；村级后备干部中，
“能人”占90%。有198名村支两委成员领衔
或参与创办种养产业基地或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 全市共发展种养产业基地326个、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646家，并全面消除了集体
经济空壳村。

“选好一位能人，搞活一村经济。”洪江
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实施“头雁
培育”工程中，该市育能人强堡垒，努力把
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 把致富带头人培
养成党员， 党组织带领致富带头人不断进
步， 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 为育强“头
雁”，该市还先后选派12名村支书赴长沙参
加强基层党建促发展专题培训， 组织50多
名村支书到外地“取经”。同时，培养了200
余名“农民大学生”，60%以上的村配备了
一名大学生村务专干。 黔城镇茶溪村“头

雁”郭起龙擅长冰糖橙种植，在他带领下，
村里采取“党组织+公司+专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抱团发展冰糖橙产业。去年，全
村产“黔阳冰糖橙”近200万公斤，实现销售
收入1200余万元， 直接带动30余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

好读书的叶奶奶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苟立锋

在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坡社区，今年93
岁的叶桂华奶奶名声在外。提到她，当地很多居民
会竖起大拇指， 这是因为她几十年坚持读书。2月
14日，记者见到了人们口中的“大家闺秀”叶奶奶。

一头银发整齐地盘在脑后，脸上皱纹密布，清
澈的眼神显得专注、坚定，与人交谈时直勾勾地注
视着对方，这是叶桂华给人的第一印象。当时到了
其“午读”时间，一副老花眼镜、一把藤条椅、一杯
银峰茶，摆开架势后，叶桂华翻开了一本已泛黄的
《济公传》。

谈起何时爱上阅读， 叶桂华说：“那大概是念
私塾时，第一次见到书本吧。”她回忆，父亲第一次
将她送到学堂便回家了， 与她同来的几个孩子看
见父母离开便大哭起来， 但她没有。“我觉得先生
照着书本说话的样子太有意思了。”叶桂华一只手
放到背后，另一只手拿起桌上的书，挺直腰板，学
得有模有样。

因父亲是湘西北一带颇有名望的乡绅， 作为
家中独女，在那个女孩上学寥寥的年代，叶桂华有
幸进得学堂，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

在私塾里读书习字， 叶桂华的童年少了久处
深闺的沉闷无聊，多了吟诗诵文的盎然趣味。她文
章背得快，字也写得好，深得先生赞许。“我总是第
一个到先生跟前背诵文章， 我从来没挨过板子。”
叶奶奶骄傲地说。

说到动情处，叶桂华清了清嗓子，背诵起来：
“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

4年私塾， 在叶桂华心底埋下了爱读书的种
子。后来，家国巨变，她的求学路断了，但心中燃起
的渴望知识的火苗再也没有熄灭。

叶桂华好读书，卧室案头上摆放着《水浒传》
《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古典小说。书并不多，且都
是古书，每本都显得十分陈旧，充满历史沧桑感。

叶桂华的书中，有一本宝文堂书店于1980年
出版的《七侠五义》。叶桂华的儿媳龚美珍告诉记
者，叶奶奶喜欢翻来覆去地读同一本书。“这本《七
侠五义》 是我妈最珍爱的， 是她从旧书摊上淘来
的，至今已翻阅数十遍。”

叶桂华乐读古书，喜欢读爱憎分明、匡扶正义
的传奇故事。虽然书的门类有限，但老人对文字的
热爱叫人心生敬佩。叶奶奶的丈夫早已过世，如今
她儿孙满堂。提起曾在旧书摊淘书的经历，叶奶奶
害羞地连连摆手。“现在， 我经常去社区图书室看
书。”叶奶奶笑着说。

得益于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和图书室建
成，现在叶桂华白天大部分时间在社区度过，幺儿
刘运清早上把她送到社区，下午再接回家中，老人
生活安稳、宁静，能看的书也越来越多。

在叶桂华影响下，其孙辈也养成了爱读书、善
思考的习惯。 小孙子刘科清华大学毕业后成了知
名律师， 刚两岁半的重孙刘宗朴对书本的喜爱也
远超同龄人， 祖孙数代组成了世纪书友。 刘科笑
称，别人和奶奶视频都是问身体、生活，他奶奶跟
他讲包文正断案。

除了爱读书， 上了年纪的叶桂华有时还像个
老顽童。“要是你饭做得迟了，她会耍小性子、甩脸
色的。”龚美珍说，作为家里的大家长，孩子们对叶
奶奶充满了尊崇和敬爱。 孙子刘开玉出门在外总
不忘给奶奶买些好吃的零食带回来， 刘科只要回
家就一定要带奶奶去买衣服。“我妈本来就是大小
姐呢。”刘运清在旁打趣道，众人笑作一团。叶桂华
瞧着电视里抓耳挠腮的孙悟空， 不明就里也跟着
笑出了声。

九十多载风雨人生， 好读书的叶奶奶把自己
也变成了一本古朴、 厚重而又意蕴无穷的书。如
今，叶奶奶已不必再为无书可读而发愁，孝顺的儿
孙使她笑容满面， 家门口的社区图书室让她流连
忘返。她说：“我还有很多想读的书没读到，很多好
吃的东西没吃到呢。”

岳阳政务服务
“无休日”办事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亚平 屈艳 立信）2月

16日， 岳阳市君山区岳西中学教师张铁罗如约来
到岳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赵莞帮助下，
很快办好了不动产登记证手续。 赵莞提醒他，7个
工作日内就能来拿证， 如不方便也能邮寄到家。

“以前要办点事，须请假才行。现在周末都能办理
业务了。”张铁罗赞道。

从当天起，进驻岳阳市政务服务中心的8个部
门18个窗口61项高频事项， 除法定节假日外，开
始实施双休日对外服务， 建立全省首家市级

“5+2”“无休日”政务服务中心。
为了解决企业、 群众正常工作日因故不能来

办事、休息日无处可办事的问题，今年1月，岳阳市
政务服务中心通过网上民调， 征集关于双休日服
务事项的意见建议1000余条次。 经统计分析、部
门会商，首批确定不动产登记、公积金贷款、市场
监管、交通服务、公安服务5大领域61项高频事项
实施周末办事服务，开放18个窗口。

办事群众可通过拨打“12345” 公众服务热
线、 政务大厅现场扫二维码或登录市政府门户网
站、“岳阳政务”微信公众号等提前进行预约。在约
定时间内， 凭预约凭证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现
场取号，有序办理相关业务。

当天虽然是首个双休日对外服务， 前来办事
市民也不在少数。 时近中午， 一份份盒饭送至窗
口。 岳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周鹏表示：“企业群
众的所想所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要用自
己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百龙百狮舞莲城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记者 蒋睿 见

习记者 彭婷 肖畅 )舞龙狮、吃元宵、猜
字谜、观纸影、“快闪”……今天，湘潭市
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元宵佳节。

上午，“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暨“百龙百狮舞莲城·红红火火闹元宵”
民间文艺活动， 分别在湘潭市雨湖区白
石广场、岳塘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精彩
的排舞、柔中有刚的太极、火红的腰鼓等
演出逐一亮相，观众直呼“过瘾”。除了看
表演，市民们还可吃元宵、猜谜语、赏民
俗、参加免费体检等。

下午，一场激情澎湃的“快闪”活动
在岳塘区步步高广场举行。 在小提琴伴
奏下，孩子们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随
后， 上万市民挥舞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共
同高歌，并在歌唱结束后大喊：“祖国，我
爱你！”在此路过的市民杨先生不禁热泪
盈眶，说这是最令他难忘的一个元宵节。

在湘潭窑湾历史文化街区， 推出了
传统游艺、非遗展演、油鼓舞、纸影戏等7
大项目。晚上，这里还举行了“情定窑湾”
相亲活动，300名单身男女参加。

200多台“故事会”
轮番上演

10余万人乐游“故事小镇”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吴

广）惊险的长乐高跷、神奇的抬阁故事、壮
观的龙狮舞……今天，汨罗市长乐镇第七
届民间文化旅游节火热举行。2000余名
演员精心上演200多台“故事会”，吸引10
余万国内外游客来此欢度元宵节。

长乐抬阁故事会始于隋唐、 盛于明
清，集祭祀、音乐、历史传奇、文化教育、游
戏竞技于一体，具有聚人气、暖民心、正世
风的效果。此次节会恢复“比故事”传统，
长乐镇上市街和下市街两大团体轮番上
阵“扎故事”，《国粹》《刘海砍樵》《一带一
路》 ……从地故事到地台故事再到高彩、
高跷故事竞相上演，引得观众赞叹不已。

此次节会还设计了15个展位，推介长
乐甜酒、粽子、糖画、皮影戏、文创产品等。

老百姓的故事

洪江市“头雁培育”强堡垒
663名“能人”充实到村支两委班子

嘉禾县铸锻造业提档升级
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江南35%以上市场份额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田贵学 陈硕

“咚锵咚锵……”2月19日，张家界市
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举行，当地土家、白、
苗、 侗等10个民族2000多名民间艺人组
成100多支文艺队伍，与当地30万群众以
及来自国内外的数万游客涌上街头闹元
宵。大庸阳戏、土家茅古斯、桑植民歌、白
族仗鼓舞、狮子灯、龙灯……多种表演集
中亮相。100多支文艺队伍进行了沿街巡

演，打擂竞技。5个大型表演台上，戏曲、武
术、器乐、歌舞等轮番上演，让前来观看的
市民和游客乐在其中。

“我们现在富裕了，也要追求精神文化
生活，这样过日子才幸福。”张家界市永定区
沅古坪镇栗山村高花灯表演者李纬林一家
原来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这几年，通过精准
扶贫，日子越过越好，李纬林主动参加村里
高花灯表演队，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

巡演队伍中，永定区尹家溪镇邹家坎
龙灯队在鼓乐、唢呐声中，或上下翻飞，或

摇头摆尾，或蜿蜒游走，活灵
活现，引起阵阵喝彩声。

“来张家界旅游，能遇见
如此壮观的灯会，不虚此行！”
澳大利亚游客克雷格说，这是他第一次体
验中国传统节日，见到花灯感到很惊喜。

“打造张家界地域特色多民族文化新
名片。” 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介绍， 近年
来，张家界多民族元宵狂欢活动传承历史
和文化，注入新的时代气息，已被评为全
国5大节庆文化品牌之一。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付姣龙 ）“三官骨牌灯
一出，元宵节味道就出来啦！”2月19日，
夜幕降临，祁东县步云桥镇江东村锣鼓
声声、烟花璀璨，由32盏牌灯、6盏鱼灯、
10盏花灯、两条彩龙、10余面彩旗、两支

乐队组成的三官骨牌龙灯队穿行在乡
间小道和村民院落间。 在领队指挥下，
彩龙翻飞，骨牌灯、花灯、鱼灯不断变化
队形， 形成各种图案组合和字牌内容，
场面壮观。

祁东三官骨牌灯是一项有700余年历

史的民间艺术，在元宵节演出，祝愿新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地村民介绍，过去
条件艰苦，祖辈定下规矩，每20年演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三官村在1968年、1974年、
1994年分别组织了一次演出。2015年，三
官村与周边村子合并为江东村，在当年元
宵节演出过一次骨牌灯。 今年元宵佳节，
当地村民紧张排练一个月，再次演出骨牌
灯。

祁东又现三官骨牌灯

钢火烧龙闹元宵
2月17日晚，吉首市马颈坳镇新湾社区，居民在表演钢火烧龙。当晚， 该社区举行一年一度的钢火烧龙活动，群众和游客欢聚一

堂，热热闹闹庆新春闹元宵。 姚方 摄

湖南日报 2月19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叶子君 ）“祥龙迎春”大气磅礴、

“杨贵妃起驾回銮” 绚丽精美、“魔法釉
传奇” 新奇有趣……今天是元宵佳节，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古镇花灯璀璨，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观赏。当天，为期半个月
的新华联铜官窑古镇国际花灯展顺利

落下帷幕。
此次花灯展由来自南国灯城自贡

的80位彩灯匠人历时50天倾力打造而
成， 让数万名游客领略了大唐繁华盛
景，也让铜官窑古镇成为长沙文化旅游
的“网红”。灯展将传统花灯与现代文创
相融合， 打造了一系列创新艺术品，如

获正版授权的“猪猪侠”分别与长沙窑
陶瓷、湘绣等“非遗”元素跨界混搭，用
光影和音乐引导游客领略中华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为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 灯展期间，
铜官窑古镇每天还奉上86场演出，从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打钢花”到天塔
舞狮，从现代感十足的机器人巡游到精彩
的“黑石号”特技秀，让游客们在欢乐喜庆
中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铜官窑古镇国际花灯展绚烂落幕宁远端出
十道“元宵大餐”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单明海)“好，再来一个！”2月19日，
元宵佳节， 宁远县文庙广场人山人海，舞
龙舞狮、打拳耍棍、赏灯猜谜等10大活动
接连上演，现场传出阵阵叫好声。

“‘给一半，留一半’，这是什么字
啊！”在猜灯谜现场，五颜六色的谜条随
风摆动， 前来猜灯谜的居民络绎不绝。
有的念叨着谜面，有的皱眉思考，有的
还叫来亲友协力攻关。猜对的人可获得
奖品一份。

“咚咚……”在喜庆的锣鼓声中，舞
龙舞狮的队伍从县城十二小出发，敲锣
打鼓来到文庙广场。一路上，长龙游走、
雄狮舞动，热闹非凡。

“今年元宵节表演精彩，我们大饱
眼福！”当地居民唐友强激动地说。

元宵
“这样过日子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