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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诱人的鲜香从厨房溢出， 临灶厨师一声
喊：“红烧肉，走菜。 ”

在韶山宾馆，红烧肉就是一张美食名片。 来
韶山的客人到宾馆，红烧肉是必点的招牌菜。 仅
仅这一道菜，平均每天至少要消费3头土猪。

韶山宾馆总厨师长徐大斌， 数十年如一
日，钻研红烧肉制作技艺，成就了这道湘菜头
牌的经典美味。

一道摆盘精致的红烧肉很快上桌： 炒好
的小菜心铺底成圆，12块2.5厘米见方的红烧
肉整齐居中。

细细打量，盘中红烧肉落落大方、红如琥
珀；小菜心清新嫩绿、饱吸鲜香，尽显简雅高
档。

观之食欲大开，食之满口生香。

一位外籍华人品尝了徐大斌亲手烹制的
红烧肉后感叹：“这里的红烧肉，入口消融，软
糯鲜香，真是妙啊！ ”

业内人士知道，烹制这样的红烧肉，颇见
功底，很费耐心。

17岁入行，徐大斌今年已年近花甲。 40余
年，他始终不离厨房，每天想得最多的一件事
就是怎样做红烧肉，让人吃了还想吃？

传统的红烧肉“油水多”，一般人吃一块
饱肚子，怕油腻不敢再伸筷子。 徐大斌琢磨：
红烧肉要赢得大众的胃口， 首先要解决太油
腻的难题。

食材精选当地土猪，新鲜的带皮五花肉，
沸水断生改小块；炒出糖色，香料拌肉翻炒出
油；冷水浸没，大火烧开，小火煮烧1小时，多
次起盖走油。

徐大斌记得，曾有两年，他几乎每天在家
做一顿红烧肉，自己带头吃，“哄劝”妻儿当食
客“挑刺”，直到连吃3块不嫌腻，才算过了第
一关。

1989年， 徐大斌被外交部选派到中国驻
前苏联大使馆主厨， 他从莫斯科人的当家菜
“土豆烧牛肉”的软烂酥香中寻找灵感。

莫斯科人不吃猪脚，一般用来喂狗。 徐大
斌每天到市场买猪脚， 卖肉的莫斯科商贩很
纳闷：“你家喂了多少狗？ ”

殊不知，徐大斌用烧猪脚调试火候，做出
的红烧肉鲜香软糯、不见锋棱、入口即化，赢
得了许多重量级宾客的盛赞。

“要想红烧肉色泽红亮， 炒糖需精确到
秒。 ”若炒糖火候欠到，则汤汁甜味过重；如果
火候过了，则汤汁颜色变黑不红亮，这中间只
有两秒钟的“黄金时间”。 为了精准把握最佳
时机，徐大斌花了10余年时间反复摸索。

数十年来，徐大斌记了几十本日记，多数

是红烧肉制作的心得和体会， 其中佐料是重
要内容。 数十种佐料的选择、使用方法、原产
地都有记载。 他说：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40余年如一日，徐大斌不断摸索，集成红
烧肉制作技艺， 把这道湘菜头牌推向新的高
峰：肥而不腻、色泽红亮、味醇肉香、形态美
观。 为了寄托对毛主席的一片深情，他给这道
菜取了一个新名字———毛氏红烧肉， 并将其
端上了国宴餐桌。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对
于徐大斌和他制作的毛氏红烧肉， 中国餐饮
文化大师范命辉借用古人诗词点赞。

1999年， 毛氏红烧肉获得全国第四届烹
饪技能比赛金奖。 2008年，毛氏红烧肉入选北
京奥运会运动员菜谱。 去年，毛氏红烧肉走进
了联合国总部大厦。

“湘菜的灵魂在创新。 ”徐大斌钻研红烧
肉制作技艺的同时， 还对韶山其他传统菜肴
开展挖掘和整理，不断推陈出新。 红烧肉、剁
椒鱼头、韶山火焙鱼、发丝包菜、豆豉辣椒、泥
鳅煮豆腐……500多个“毛家菜”菜品渐成体
系。 徐大斌专门总结撰写了近10万字的《韶山
毛家菜》一书，亲手带出弟子100余人，为人们
奉献舌尖上的美味，在全世界传承湘菜技艺，
让湘菜文化大放异彩。

苦心孤诣数十载， 徐大斌让红烧肉走向
世界。 他因此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荣誉面前，徐大斌保持一贯的低调。 他
说， 自己只是做了最简单的事———炒菜给人
们吃，再平凡不过了。

■工匠感言
把简单的事做好了就不简单， 把平凡的

事做好了就不平凡。 ———徐大斌

邹晨莹

近年来，拼多多、苏宁、京东都推出了
大量农特产品拼团购物模式。“花不了多少
钱，既能享受到美味，还能帮助别人，我觉
得很有意义”， 浏览商品页面我们不难发
现， 购买拼团商品的人们大都抱有这样的
想法。

关于产业扶贫，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故
事： 某地政府鼓励贫困户大规模发展优势
产业，贫困户看到既有种植补贴，还有可以
直接拿来用的成熟方法，自然是踊跃参与。
这一切听上去顺风顺水，但跟风种植、供大
于求、产品滞销等，又往往使其一波三折。
以拼团为代表的“消费扶贫”就是产生于这
样的背景之下。

为什么不直接把钱交到贫困户手中？
“我们更希望贫困户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来自
于自己辛勤的劳作，可以堂堂正正地为孩子
买个书包、添置一件衣服。 ”在商品页面里，
发起者写下初衷。 结合我省正在大力倡导的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活动来
看，“消费扶贫”其实质就是提倡全社会爱心

人士用行动来参与扶贫，不是传统意义的给
钱给物，而是各有所得的举手之劳。

人人可为、人人愿为，这样的模式启发
是深刻的。 一方面，“消费扶贫”大受欢迎，
关键在于其洞悉消费心理， 让消费者能够
低于市场价格购买到优质农特产品。试想，
如果扶贫商品动辄几百上千， 消费者下单
购买就难免犹豫；另一方面，“消费扶贫”是
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操作， 可有效对接贫
困村产业与大众的扶贫、消费需求，从而更
大程度激活了市场，让扶贫主体成了大众，
因而参与面更广、更具复制性。我国近14亿
人口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为
“消费扶贫”带来了无限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在因为
有各种补贴作支持， 物流等刚性成本并不
打眼， 但外在的推动力不可能永远不变。
“消费扶贫”，本质上还是“你卖我买”的商
品交易行为。长远来看，运用大数据等计算
出合理的价格区间， 既能使贫困户有所收
益，又在消费者的承受范围之内，使得买卖
双方实现互利共赢， 才能持久地把消费潜
力变成脱贫动力。

� � � � 湖南日报5月12日讯 （记者 孟姣燕
刘勇）今天是全国第11个防灾减灾日，主题
是“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命安全防
线”。 省减灾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
长沙市减灾委等相关单位， 在长沙市岳麓
区润龙社区先锋广场举行防灾减灾集中宣
传活动。 副省长陈飞出席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开展了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演
练活动， 包括高层电梯住宅火灾疏散应急演
练、应急救援队伍形象展示、综合减灾情景剧
等，广泛宣传消防救援、防震减灾、防风防雷、
卫生防疫、事故防范等知识和技能。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省减灾委办

公室、 省应急管理厅强调各级减灾委及其
成员单位要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以
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做到工程准备、物
资准备、队伍准备、预案准备和宣传发动五
到位，切实增强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履行自然灾害防治主体
责任，抓准抓实本地区、本行业领域的灾害
防控工作，严防风险变为灾害，防止小灾变
成大灾。各基层单位要广泛动员社区居民、
志愿者和社会组织， 集中开展灾害风险隐
患排查，定期组织应急逃生避险演练，打通
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合力构筑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三湘都市报记者 黄海文
通讯员 刘小军 吴杰 匡皓

截至5月12日， 古丈县一年一度的春茶
生产加工全部结束， 但古阳镇太平村鲁卫民
的茶叶加工厂仍每天机器轰鸣。 自2016年与
中茶安化公司合作后， 他成了全县唯一专门
收购“老茶”进行加工的人。

鲁卫民艰苦创业、回报乡亲的故事，在当
地有口皆碑。 去年，他被评为“古丈县十大杰
出青年”。

公司招人，贫困户优先
“读完小学4年级，我12岁就辍学了，跟

着父亲种茶、制茶、卖茶，一年到头看不到希
望。 ”今年46岁的鲁卫民对记者说。

1991年， 鲁卫民一口气种了30亩茶园。
经辛勤培育，1993年，茶叶丰产，鲁卫民赚了
8000多元。 此后，每年茶叶收益2万多元，成
为村里最早的“万元户”。 1995年，鲁卫民在
一次茶叶加工中因疲劳过度，右手臂不小心
被卷入机器，整个手掌被机器切断。

此后，他成立了古丈县沁心有机茶业有
限公司，成为“独臂老总”，事业越做越大。 他
创业28年， 如今拥有800余亩茶园和一座
1500多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 年创产值
4500万元。 致富之后，鲁卫民没有忘记乡亲，
他的公司聘请工人时，优先录用贫困劳动力。

古阳镇太平村村民龙春梅早年丧夫，上
有公婆，下有一儿一女读书，生活很艰难，属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06年春天，鲁卫民主动
找到她，让她到公司当采购员，包吃包住，月
薪3500元。 龙春梅有了稳定收入后，一家人
生活、孩子读书都有了保障。 如今，儿子成年
了，在外打工；女儿也已大学毕业。“如果没有
鲁总帮助， 我真不知道一家老小能否熬过
来。 ”龙春梅满是感激地告诉记者。

近10多年来，鲁卫民的公司累计招人近

7万人次，都以贫困劳动力优先。从前年开始，
零工工资从每天100元涨到200元，合同工从
每月3500元涨到6000元，而且包吃包住。

卖不出的茶叶，公司兜底收
古丈县盛产茶叶， 几乎家家户户种茶。

为帮助村民提高产量和质量，近几年来，鲁卫
民免费举办了28期茶叶种植培训班，发放宣
传资料3200余份。

茶叶销售，是茶农最头疼的事。 鲁卫民
对公司采购部门规定：凡是村民卖不出去的
茶叶，公司一律按市场价兜底收购，不准压
价。这让古阳镇所有茶农吃下“定心丸”，提高
了种茶积极性。

村民王二哥种了100亩茶园， 但没有稳
定的销售渠道。自从有了鲁卫民的帮助，他不
愁茶叶卖不出去了。“谁的价格高，我就卖给
谁。要是卖不出去了，还有鲁总的公司兜底收
购，鲁总真是好人呀！ ”他激动地说。

帮助茶农变废为宝增收入
一直以来，古丈茶叶采摘的都是“一尖”

或“二叶”。“二叶”以下茶叶俗称“老茶”，当地
人都要剪掉，丢弃不用，以便来年长出新的枝
叶。

鲁卫民看在眼里，觉得太可惜。 2016年，
他与中茶安化公司合作，成为这家公司三大
茶叶供应商之一，专门收购当地茶农弃之不
用的“老茶”加工生产。

当地茶农很高兴，纷纷将“老茶”送到鲁卫
民的公司， 鲁卫民按每公斤24元的价格敞开
收购。“原来‘老茶’是不要的，现在也可以变钱
了，每亩茶园能增加收入1000余元。 ”王二哥
告诉记者，他今年卖“老茶”就增收近2万元。

据古丈县扶贫办提供的资料，近几年来，
鲁卫民的沁心有机茶业有限公司帮扶覆盖15
个村，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661户6781人。
截至今年4月底，有1610户6118人脱了贫。

三湘时评

“火候足时他自美”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烹饪大师徐大斌

� � � �厨房里忙碌的徐大斌。（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将消费潜力变为脱贫动力

我省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
陈飞出席启动仪式

记者在扶贫一线

“独臂老总”助乡邻

桥馆合一 亚洲首创
5月9日，吉首市乾州古城，双层叠合梁式美术馆桥———吉首美术馆桥竣工落成。 该桥以“桥馆合一”为设计理念，上层混凝土桥作为小型展览厅，钢

桁梁顶部桥面作为大型展览厅，钢桁梁下层桥面为公共人行桥。 这种上下两个展厅和公共人行桥“三合一”的造型结构，目前亚洲属首例。 田尧江 摄

荨荨（上接1版②）
在长沙县金井镇新沙村， 专家们看

到，示范田里的水稻已进入分蘖期，全部
种植Y两优911、甬优4149、徽两优898等
再生稻品种。据长沙市农业农村局科教处
处长夏礼明讲解， 这些主推品种米质优，
产量有保障。 正常年份头季单产650公斤
以上；再生季无需打农药，亩产350公斤左
右；再生稻米不愁销，市场米价每公斤高
达20元。

示范田全部机直播，禾苗横竖成行，利
于光照通风。据示范户介绍，采用机直播，
省种、省肥、省药、省工；一台直播机每天作
业50亩，一次性完成精量播种、封闭除草、
侧深施肥等工序，每亩可节本增效380元。

农业靠科技，科技靠推广。省农技推广
总站站长邓辉平称，“再生稻＋机直播”是
一项增产增收技术，各地要办好示范点，组
织现场观摩，加强技术培训，让农民看得
见、摸得着、得实惠。

荨荨（紧接1版①）基层干部反映，
他们为应付各种督查考核， 经常
忙完一天的工作， 还要通宵达旦
补记录、 写材料， 有的“闭门造
车”， 更甚者照抄原来的材料，只
是改改年月日及数据。

造成这些现象，“痕迹主义”
是始作俑者。

“根据区里扶贫要求，结对联
系贫困户的党员干部，每月至少要
去一次结对户家上门帮扶。” 北湖
区文旅广体局一名干部表示，他入
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和贫困户合个
影，然后再用手机签个到，接着还
需拿几个笔记本写好记录，这些留
迹都是考核所需，不得不做。好在
现在很多“痕迹”要求取消了，他可

以一心一意抓帮扶了。
今年来， 为切实纠正痕迹管

理机械式做法， 郴州要求各级各
部门不得随意让基层填表报表、
层层报材料、处处留痕迹，不得简
单将有没有领导批示、开会发文、
台账记录、工作笔记、成立机构、
制度上墙、内刊简报上稿、拍照留
影、 关注工作号等代替实际工作
评价， 确保基层上报各类报表材
料压缩50%以上。

“痕迹主义是典型的形式主
义，更不能以‘痕迹’来论‘政绩’。”
郴州市委督查室主任邹松表示，该
市优化考核体系，针对不同事项制
定差异化或分线式考核办法，量化
考核内容，简化考核指标，精简率

达到近九成，让基层干部走出过度
留痕的泥沼。同时，增加群众评议
指标权重，用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来检验工作成效。

变“会场”为“现场”
郴州大刀阔斧“减负”，基层干

部身心轻松不少，工作效率显著提
高。“我们一方面将文山会海减少
30%至50%，另一方面把‘会场’变

‘现场’，到企业和群众家门口去解
决问题。” 北湖区委书记蒋利民介
绍，今年他参加上一级的会议少了
很多，有了更多时间、精力深入基
层。今年3月，北湖区在贫困地区召
开扶贫现场会，深入各贫困村对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集中“会诊”，
现场解决了不少难题。

基层干部要“减负”，群众要
有获得感。 这是郴州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追求的目标。为便民
利民，该市几年前就在推进“一次
办结” 改革， 全市减少审批环节
224个； 取消证明和盖章类材料
1669项，清理力度及成效位居全
省第一。目前，该市政务服务“一
次办结”事项占总事项93.6%，基
本实现审批服务“马上办、 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

郴州市委编办副主任黄苹介
绍， 为根治有关部门因职能交叉
相互推诿扯皮等形式主义、 官僚
主义问题， 该市组建了行政审批
局， 目前正准备把18个市直部门
和单位的191项行政审批事项，
划转到行政审批局， 占全市行政
审批事项80%以上。 以后再逐步
到位， 真正实现行政审批“一个
章”，彻底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多
头跑问题。

荨荨（上接1版④）

媒体融合现光芒
2017年11月1日， 长沙获评

世界“媒体艺术之都”，成为国内
首个获此称号的城市。 这张重量
级的国际城市名片， 让长沙再一
次汇聚全世界的目光。

全省媒体融合发展势头强劲，
新湖南、芒果TV、时刻新闻等新媒
体持续做大做强。2018年6月，人民
网发布《2018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
数报告》， 湖南日报党报融合传播
力综合排名在全国377家党报中排
名第10位， 在地方党报中排名第5

位。同年10月举行的首届中国新媒
体发展年会上，新湖南客户端被评
为全国10个“最具影响力主流媒体
新闻客户端”之一，居省级新闻客
户端第4位。

湖南广电在世界品牌实验室
2018“亚洲品牌500强”排名第93
位，比上年上升7位，仅次于中央电
视台。芒果TV完成“一云多屏”全
终端体系，日活跃用户峰值超6500
万，居视频行业第四位，连续入选
“亚洲新媒体品牌十强”；红网新媒
体用户数5000余万，位列“省级新
闻网站综合传播力”前三。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强势推

进。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现已建好
新闻、政务、服务、电商等深度融
合的“中央厨房”平台，不仅符合
中央和省委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
的建设要求， 更能快速响应县级
各类个性化技术需求； 红网也围
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与国内
多家顶级专业技术公司达成战略
合作。

文化输出再升级
2018年，湖南文化产品进出口

额25.9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其
中出口24.92亿， 同比增长10.7%，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音像
制品及电子出版物、工艺美术品等
门类出口额呈爆发式增长，总量和
增速均创历史新高。

2019年1月，长沙市获评“全
国文化出口基地”，成为中部地区
首个国家级文化出口基地； 湖南
蓝猫动漫传媒有限公司、 醴陵裕
丰烟花有限公司、 湖南芒果国际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
文化企业入选2017-2018年度国
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 浏阳
花炮产值世界第一， 出口占全国
总量的65%； 湖南广播电视台国
际频道海外用户数接近400万
户，覆盖人群超过3000万。

区域合作加速推进， 对外开
放明显增强。其中，湖南出版投资
控股集团投资入股法兰克福书展
IPR在线版权交易平台， 实现从
产品出口到资本和服务输出的转
型升级。

减负提效气象新

荨荨（上接1版③）
恒天九五重工自2007年创立以来，

新品迭出，目前已有全系列挖掘机 、静
力压桩机 、长螺旋钻机 、旋挖钻机 、多
功能钻机、 水平定向钻机等10多个品

种，出口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从今天开始，长沙国际会

展中心的 8个室内展馆开启全面布展
模式 ， 各参展商已携产品陆续抵达长
沙。

“文化湘军”活力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