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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勇平 何水滔

依山而建、 伴溪而筑的古建筑群栋宇
相接， 白墙黛瓦自东南向西北铺陈绵延二
里许。斜晖，炊烟，飞檐，天井，阁楼，稻黄，
果香，鸡鸣，狗吠……金秋的张谷英村，如
梦如幻，如诗如画。

10月26日， 记者走进岳阳县张谷英
村，感受“民间故宫”的乡愁。张谷英镇党委
书记张文毅说， 几百年传承下来的祖训家
风，让这个传统村落散发着诱人的魅力。今
年国庆假期， 景区接待游客6.8万人次，带
动本地旅游经济收入1400万元。

古村之美

相传元末明初， 先人张谷英“由吴入
楚”，选择这方宝地，繁衍生息，至今已达
26代。

青山围绕屋宇，渭溪河迂回穿村而过。
屋宇参差在溪流之上，形成“溪自阶下淌，
门朝水中开”的格局。张谷英村有“当大门”

“王家塅”“上新屋”3栋主建筑。主建筑的门
庭各自分东、西、南方向设置，主庭高壁厚
檐， 围屋层层相围。 大屋场总建筑面积
51000多平方米，房屋1732间，天井206个。

村人穿行其间，晴不曝日，雨不湿鞋。
张谷英村古建筑群有木雕和石刻2100多
处，竹报平安、孔子问礼等“传统文化密码”
以石刻、木雕的形式生动展现。专家认为，
张谷英村建筑规模之大、风格之奇、艺术之
美，堪称“天下第一村”。该镇镇长黄静介
绍， 张谷英村2001年6月25日被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评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

古村之蕴

张谷英村民秉承男耕女织的传统。推
磨是古村男人的必修课。 在绵延不绝的炊
烟里，五谷与清水喂养的石磨，养大了600
余年的村庄；咿咿呀呀的纺车声，空灵着古
老的天井……天井下、巷道旁，随处可见传
统的民俗农事。

“耕读继世，孝友传家”的对联，高悬于
“当大门”前，成为600余年来张氏族人的
精神支柱。历经无数先贤完善，25条家训、
5条族戒流传至今，浸润一代代人，形成了

“孝当先、和为贵、勤耕读、崇廉洁”的淳朴
风情。新中国成立前，张谷英村走出了一批

进士、举人、贡员、贡生、秀才。新中国成立
后，村里为国家输送1200多名高级人才。

古村文化促进乡村旅游。记者走进太
学第食府时，主人张举安正在厨房挥动着
一尺长的锅铲， 那口农村特有的大锅里，
一条条大约手指长的小鱼和豆浆已经融
为一体。张举安称，张谷英村豆腐迄今已
有600多年历史，无豆腥味且有弹性，久煮
不老且不碎。千张皮炒香葱、油豆腐烧猪
脚、豆皮鸡肉汤、白豆腐回锅肉……让人
垂涎欲滴。

依托餐饮， 张举安一年收入约10万
元。在张谷英村，像张举安这样的特色农
家乐就有146家。

古村之春

在游客体验区，福建游客李先生正带着
妻儿体验碾谷，体会“谁知盘中餐”的艰辛。

张谷英村管理处主任毛一民说，景区
平时开展纺线、织布、刺绣、碾谷、打铁、打
糍粑等民俗活动， 传统节日还会舞龙、花
鼓戏、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
感受乡愁的滋味。

近年来，岳阳县启动张谷英特色小镇
创建工作，先后投入近6亿元，加强文旅资
源开发与保护，完成旅游接待中心、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 古建筑防雷装置等建设，
改建民俗展览馆，恢复打铁、刺绣、雕刻、
纺纱、舞龙等八大民俗项目。通过走“旅游
+文化”“旅游+互联网” 等产业融合之路，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
两大品牌效应不断放大。目前，已建成全
国大学生艺术写生与创作基地、港澳研学
游基地、孝友家风传承馆等，培育了芭蕉
扇业、中雅文化、张谷英旅游等龙头企业。
芭蕉扇远销30余个国家和地区，张谷英油
豆腐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如今，张谷英镇有文旅龙头企业5家、
农业产业专业合作社5家、 农业特色产业
基地3个，总产值近6亿元。2019年，全镇计
划完成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以上， 完成综
合总收入21亿元。

9月22日，张谷英镇被授予“明清民居
文旅小镇”殊荣。岳阳县委书记田文静表
示， 该县将努力把张谷英村打造成有文
化、有内涵、有品位的省级文旅特色小镇
精品。

张谷英村古建筑群，天天都在记录着
史与诗，承接着繁盛的过去，通向辉煌的
未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曾佰龙

曾经一文不值的荷花， 有人卖出了玫
瑰价，一卖就是20万朵，这个消息近日在
湘莲小镇流传开了。10月26日， 记者走进
烟雨中的湘莲小镇———湘潭县花石镇，白
墙灰瓦，秋雨残荷，宛如一幅田园画。

三代莲商，借着“东风”再出发

“小镇的生活节奏比城市慢。”80岁的
胡云高老人，品尝着莲子羹，望着远处的荷
塘，嘴里念念有词。57岁的胡新建，满脚泥
泞地走上田埂，身后60亩莲鱼混养田正在
蓄水。29岁的刘友良连发了13个快递，一
二百公斤湘莲上了路……他们是花石镇三
代莲商的代表。

上世纪80年代， 胡云高北上湖北、河
南，种莲贩莲，早先用电报联络买家，在北
边收货，经花石镇中转，将壳莲、白莲和红
莲销往广州。当时，第一代花石莲商就他们
五六个人。“刚开始做贸易，信息闭塞，大家
找不到销路，有时湘莲收购上车每公斤25
元，下车跌到每公斤5元，许多人一夜之间
从富翁变成‘负翁’。”胡云高说。如今他将
所办的公司交给了女儿女婿， 借着花石镇
被评为湘莲小镇的“东风”，公司13个湘莲
产品走俏，年销售额逾5000万元。看着公
司蒸蒸日上，胡云高放心地宣布“退休”。

胡新建也曾北上洞庭湖种莲， 但他不
愿意走上一辈莲商的“老路”，今年听说老
家被评为湘莲小镇，决定回家干。由于胡新
建懂技术，会经营，当地政府支持他搞起了
莲鱼混养。“我的混养田在花石罗汉山核心
景区，今后来体验采莲、钓鱼的游客自然不
会少。”胡新建对莲鱼混养充满期待。

刘友良年纪轻想法多，他利用各类电商
平台，卖湘莲的同时，居然顺便卖了20万朵
荷花，价格3元至5元不等。刘友良做网络销
售已有8年， 他跟玫瑰花店老板学习鲜花保
鲜技术，清晨采摘新鲜荷花，用湿纸巾包裹
花梗，放到泡沫箱里托运，保鲜期能延长15
天。刘友良把荷花当玫瑰花卖的消息不胫而
走，他说：“解决了保鲜问题，荷花也能卖出
玫瑰价，这也是大家对湘莲小镇的认可。”

当地种莲人习惯将五六支种藕围成

团，一亩田约种30团，利于繁衍。当初五六
人的花石莲商现是一个“师”，30多年开枝
散叶，生发出11家规模湘莲工业企业，2万
多人从事湘莲加工， 许多人家祖孙三代都
是种莲、卖莲人，如今生意越做越大。胡云
高老人用两句话表达了湘莲小镇的愿景：
“湘优市俏千家客，莲满城荣万户兴。”

三寸湘莲，串起产业“一条龙”

花石镇涓江村“寸三莲”原种场，成片
的枯荷下面正孕育着无穷的生机。

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胡天真
打理着原种场：“新培育出的‘寸三莲一号’

‘寸三莲二号’，品质优良，产量稳定，抗病
害能力强。”曾是贡莲的“寸三莲”，在当地
种植面积上万亩， 小小莲子串起一条长长
的产业链， 成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样板”。

凌晨5时，花石湘莲市场内人声、机器
声夹杂， 有人正把加工好的湘莲装进包装
袋，扛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这个全国
最大的湘莲集贸市场，交易量每年达20万
吨以上。市场内有300多户散户，他们采用
的是“前店后厂+荷塘”模式，农忙时下田
种莲，旅游旺季上岸卖荷花、莲蓬，开农家
乐，莲子销售旺季又做加工贸易，跨一二三
产业经营。

“湘莲小镇花石镇真的变了！”湘潭县
湘莲协会会长胡运庚说， 花石镇近年借莲
发展第三产业，“寸三莲”串起了山、水、花、
景，形成了“赏荷品莲之旅”休闲观光路线，
去年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

胡运庚介绍， 全国最有影响的湘莲交
易市场在小镇， 花石湘莲市场年销售额逾
50亿元，占全国湘莲市场销量的90%以上，
主导着全国的莲子市场； 全国最大的湘莲
标准化种植基地在小镇，湘莲种植面积2万
余亩，培育了上百个莲子品种；全国规模最
大的莲子加工产业集群在小镇，11家规模
企业，2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开发
出了月饼、粽子、莲子酒、莲子羹、藕粉、荷
叶茶等精、深加工湘莲产品。

产业兴，腰包鼓。花石镇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20425元， 高出湘潭县平均
水平10.79%。

“民间故宫”史与诗
———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走笔

莲满花石万户兴
———湘潭市湘莲小镇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通讯员 虞槟宇

“天气开始变冷了， 冬天的衣服缺不
缺”“自来水通到家了， 现在用水还有什么
问题吗”……连日来，韶山市韶山乡平里村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谢荣正忙着和同事们走访村民， 了解他们
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意见建议， 及时
想方设法予以解决。

10月28日，谢荣和工作队的两位同事
再次来到该村“五保户”沈永华家。在上次
走访中， 看到沈永华家门口的进出路面破
烂不堪， 家里的厕所和厨房也没有完全隔
离，影响老人的出行和生活卫生，工作队经
过与村委会商议，决定先修路后修墙。这次
“回头看”， 他们发现沈永华家门口的路面
已焕然一新， 厕所和厨房之间的隔墙也已
拟定了修葺方案。 工作队表示将立即组织
人员实施。“感谢工作队， 现在我进出方便

多了。”沈永华满意地说。
“深入走访倾听群众诉求，想方设法解决

他们的实际困难，才会让群众生活安逸。”在谢
荣看来，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是当下
工作队开展工作的目标， 也是向身边的榜
样———“最美奋斗者”文花枝学习看齐的举动。

和文花枝一样， 谢荣也是湘潭市文旅广
体局的职工。2015年5月，文花枝驻点平里村
开展帮扶工作后， 为了解致贫原因、 贫困程
度、扶持需求，逐家逐户走访，针对每户制定
脱贫计划，各个突破，为村子发展打开了一片
广阔新天地，使平里村一举摘掉了“省定贫困
村”与“湘潭市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两顶帽
子。而今年5月，谢荣也率队来到平里村驻点
帮扶。

“花枝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每天与她在工
作中相处， 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榜样的力
量。”如今，来到文花枝曾驻村帮扶的地方开
展工作， 谢荣有着自己的想法，“花枝带队驻

村期间， 带领村民们摘掉了省定贫困村的帽
子。现在我们要向榜样学习，在前几批驻村工
作队员打下的坚实基础上， 争取让村民在富
起来的同时，有更好的人居环境，让平里村的
明天更灿烂！”

依托后盾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 目前平
里村正积极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以党建来推进扶贫工作，大力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 推进垃圾分类、 完善基础设
施、发展乡村旅游。小山村的生活，正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10月中旬， 湘潭
市文旅广体局还专门举行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请文花枝向
全市文旅广体系统党员干部分享自己的亲
身经历和体会。湘潭市文旅广体局党委书记、
局长张湘汉表示：“用身边先进的人和先进的
事来激励党员干部，将为我们干事创业、争做
贡献提供不竭动力。”

“向榜样学习，
让平里村的明天更灿烂”

开栏的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三湘大地先进典型辈出。今年国庆前后，湖南又有多人获得“最美

奋斗者”“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脱贫攻坚奖”等荣誉称号。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
业需要榜样引领。为充分展现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
进的奋发向上良好氛围，从即日起，湖南日报开辟《学榜样 见行动》专栏，展现全省各地各
部门及社会各界履职尽责、竭诚奉献，以实际行动向先进典型学习的精神风貌。

10月29日，“爱上湖南”湖南最美图片摄影展巡展第三站走进长沙橘子洲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观看。该影展自9月26日开展以来，先后在
湖南烈士公园、湖南省人民政府大院展出，观众达60余万人次。展览通过400幅湘味十足的摄影作品，从发展成就、自然风光、民俗民风、特色
创新、历史文化等维度，展现了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面貌。本站展览将持续至11月6日。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在橘子洲头“爱上湖南”

见行动学榜样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10月29日，以“美丽新益阳·智慧新农
业·数字新乡村”为主题的第三届绿色农业
数字乡村互联网大会在益阳市开幕。100
多名来自“云端”，却又扎根农业的互联网
精英又一次相聚在这里， 共话数字乡村建
设的那些事儿。成果的展示、观点的交锋、
智慧的共享，闪耀在资水河畔，为数字乡村
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 看 】 数 字 乡 村 建 设 给
“三农”带来深刻变革

益阳市人民政府与58同城联合主办
互联网大会，已是第三届。“互联网+农业”
产生了怎样的效应？出席大会的嘉宾，来到
各种“黑科技”集聚的大会成果展示馆一探
究竟。

展馆内，掏出手机扫描二维码，通过全
景VR系统，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紫薇村的
各处景点、商店、停车位情况等跃然眼前。
互联网已融入到了紫薇村生产、生活、服务
和管理之中。

益阳市赫山区的现代智慧农业云平
台，则依托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
新兴技术，集成了农业生产信息采集、远程
控制、产品溯源、农技服务，形成了一个“远
程可监管、百姓可查询、决策有依据”的区

域农业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
“手机正在成为农民的‘新农具’。”国家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总工程师刘桂才点赞，
互联网技术让益阳的种粮大户种田不脱鞋，
一部手机就能即时监测千亩稻田。互联网、物
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着
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农民生活方式和乡村
风貌。

“绿色将成为我省现代农业的主打色，
数字经济将成为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袁延文说，
益阳作为全省现代农业改革的“试验田”，
在“互联网+现代农业”方面先行一步，取得
了可喜成果， 为全省乃至全国数字乡村发
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包
容的姿态，努力消除城乡“数字鸿沟”，打造

“信息农业”。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58集团CEO姚

劲波接过话说，由益阳市政府与58同城合作开
发的“益村”平台已经走出益阳，开始搭建湖南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业务已经铺向全国。

【论 】数字乡村发展的春天
已经到来

今年5月，国家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数字乡村建设迎来发展的春天。

如何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58同城副总裁冯米、 华以农业董事长

王春林、银鱼科技董事长董安民、清华大学社
科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晓斌， 与湖
南卫视主持人张丹丹在圆桌论坛上， 来了一
场观点的交锋。

数字乡村经济风口之下，求快还是求慢？
张丹丹刚抛出这个话题， 冯米便快人快语：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他认为，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方面，要快一点。

“我认为要慢一点。”董安民针锋相对，但
他随即解释，他说的“慢”，是指人。在急需型
人才上， 要深度培养， 可能需要的时间多一
些。

何晓斌则从社会学的角度， 终结了这一
场交锋：技术要快，人要慢。因为，人的发展慢
于技术的发展。

那么，互联网行业如何发挥优势，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呢？王春林说，数字乡村建设给
互联网企业带来了无限机遇，但在机遇面前，
一定要找准自己的核心优势，切忌盲目跟风。
此外，农业的产业链较长，也需要足够的耐心
培育“土壤”、孵化“大树”。他说，华以农业能
成为央视《大国重器2》栏目推介的唯一一家
农业企业， 凭借的正是专注于高科技农业技
术，有了充分的准备才投身其中。

何晓斌也从他目前所从事的研究出发，
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中国地域差异大，互联网
企业应做足田野调查、 市场调查或者社会调
查，清楚了解不同地区的需求，找准着力点去
开发相应的产品。

数字乡村正“生根发芽”
———第三届绿色农业数字乡村互联网大会侧记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唐亚新
孙敏坚） 今天下午， 全球湘商联盟宣布成
立。

联盟成员单位由全球湖南商会会长和
知名企业家组成。 由24人组成主席团，并

设有1名执行主席。执行主席从主席团成员中
推选， 实行轮值制， 与全球湘商大会同步轮
值。 本届执行主席由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总裁傅军担任。

该联盟以广泛凝聚湘商力量， 弘扬湘

商精神， 提升全球湖南商会的凝聚力影响
力竞争力， 积极参与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 促进各地湖南商会和湘商湘企健
康发展为主旨，将发挥商会优势，扩大商会
之间及企业之间合作交流， 参与组织湘商
大会等重大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与营商环境优化建言献
策。

全球湘商联盟成立

小镇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