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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讯 （记者 熊远帆）

日前， 电影 《虹猫蓝兔火凤凰》 正在

热映， 影片当中的水墨意境的画面，

不但得到了观众的赞赏， 更得到了许

多水墨画家的肯定， 认为该片可算是

动画版的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据悉， 全片蕴含了中国河山的水

墨风韵， 显现了我国山河的秀丽， 荷

花海、 芦苇荡、 江南古镇、 张家界山

水等风光在影片中都完整再现。

最让人称道的是 ， 小狸在思索

“该怎样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时， 其

背后的那一片芦苇吹动的画面。 那是

一幅精妙绝伦的山水画， 笔触简练又

不失细腻， 画面不乏柔美。 写意的风

格、 水墨的笔触， 给人耳目一新的视

觉感受。 特别是风吹荡着芦苇， 左右

摇摆， 更能显现出小狸当时的心理。

作为画面而言， 该片带有浓浓的中国

画韵味， 水墨意境让简洁的画面意蕴

深厚。

《虹猫蓝兔火凤凰》 独特的魅力

还体现在声音和画面的完美交融上。

水墨意境让人联想翩翩， 当张家界山

水风光这个镜头出现时， 我们仿佛可

以听到或感受到它的风、 水和重重的

山峦 。 有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表现出

来， 但也能间接引人对它的联想， 仿

佛自己亲临于大自然之中一样。

中国水墨动画的一大特色就是民

族音乐的充分运用， 丰富多彩的民族

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

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民族音

乐大师程大兆， 在影片中大展身手，

《虹猫蓝兔火凤凰》中七音合奏，笛声、

琴音等天籁之音相呼应而形成了一曲

美妙的交响乐，久久不绝于耳，创造出

了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

而据了解 ， 《虹猫蓝兔火凤凰 》

在明年贺岁档还将推出第二部， 将这

些美景置于

3D

动画之中 ， 打造我国

首部

3D

动画影片。

2

月

14

日， 长沙火车站， 旅客用实名制车票和二代身份证接受验票进站。 当天是大年初一， 全省

16

个火车站正

式开始试行实名制车票。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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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和谐平安伴你行

本报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彭贵阳 苏林

大年三十，当送旧迎新的钟声

响起， 美丽的烟花怒绽在新春的夜

空时； 当三湘大地千千万万个家庭

围炉夜话， 欣赏着虎年精彩的春晚

节目时……您可知道， 有这样一个

群体，他们此时仍默默伫守在站台、

奔忙在飞驰的列车上？

他们就是湖南的铁路员工，一

群默默无闻奋战在铁轨上的普通

人。

“铁路系统有一条不

成文的规定， 春运前后基

本不得请假休息”

“今年春运我们这个班组的

160

多名员工，没有一人请假。 ”长沙火

车站客运四班指导员金莎告诉记

者，铁路系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除重病需卧床， 或者家里发生重大

变故的，春运前后，铁路系统员工基

本不得请假休息。

记者在长沙火车站采访时随机

询问了几位铁路工作者春节休假的

情况。 长沙火车站客运四班副主任

王圣麟，工作

11

年，没有休过一个春

节假。 长沙火车站售票四组工作人

员王芳，连续

5

年春节坚守岗位。 长

沙火车南站书记曾彦， 自参加工作

10

多年来， 每年都在值班岗位上过

春节。和正常人一样，他们都有自己

的孩子和家庭。

“爸爸，我想你了！ 我现在可听

话了，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女儿

被送到乡下老家后打来电话， 长沙

电务段石湾信号工区工长刘庆雄瞬

时红了眼眶。

他的同事告诉我们， 这个七尺

男儿，多次在想起家中的亲人时，被

泪水打湿了眼眶。 他确实面临很多

困难： 爱妻病逝；

4

岁的女儿因刚失

去母亲不久常在半夜哭醒； 家中年

迈的老人无人照顾。刘庆雄坦陈：有

过换工作换岗位的念头。 但春运期

间， 自己管辖的工区又是京广线的

最繁忙区段之一， 一旦出现设备故

障可能对春运的正常运输产生巨大

影响。 他选择咬牙坚持。

“没有委屈奖，你也必

须有甜美的微笑”

一边是归心似箭的旅客， 一边

是春运期间铁路运能不足的现实。

长沙火车站站长易甫生说， 有时候

旅客不太理解， 工作人员时常得充

当“出气筒”。 大家只能尽量克制情

绪，我对全体干部职工的要求是“没

有委屈奖 ， 你也必须有甜美的微

笑”。

汤湘萍，长沙火车站客运四班

站台副值班员，小姑娘年龄不大身

体却很 “扎实”。 进入春运以来，

她每个晚班需值班时间

12

小时，工

作任务是与到站的各趟列车列车

长办理交接手续，了解列车的载员

情况，组织协调站台上的旅客上车

了，并接待旅客的询问。 一个晚班

下来，汤湘萍接车

50

趟。 每趟列车

进站，她至少需要在车头车尾间跑

1

个来回。 一个晚班下来，少说得跑

20

公里路。

今年春运东莞火车站铁路工

作人员帮助旅客爬车窗上车 ，站

长、 书记都被免职的事情发生后，

更是给长沙火车站敲了警钟。 汤湘

萍告诉记者 ，为了乘客安全 ，在列

车即将开动时，她往往不得不去阻

止个别冒险上车的旅客。 为此，她

被旅客推过，骂过。 去年春运期间，

还 挨 了 一 位 回 家 心 切 的 旅 客 几

拳。

“每次遇到这种事，也很委屈，

好几次当场掉了眼泪。 ”汤湘萍说，

但工作性质要求自己

,

背过脸擦干

泪水

,

还是要继续以微笑面对旅

客。

长沙火车站党委书记罗寒松告

诉记者， 长沙站春运有几十个售票

窗口， 售票员需要不时回答旅客的

询问，很多售票员嗓子嘶哑了。但售

票员们春运期间却不敢多喝水。 因

为喝了水就增加上厕所的概率，售

票员中途需要临时离柜， 由于涉及

到钱、票交接，很难临时找人接替。

所以虽然售票人员临时离开窗口会

跟旅客说明， 但往往只有窗口附近

的一两个旅客能听到售票人员的解

释，很容易引发旅客们的不满，这时

往往就会激发矛盾。“我们要求职工

多换位思考，这么多人焦急地排队，

你突然起身走开了， 人家能不和你

急？ ” 所以大家就尽量上岗前不喝

水。

很多在岗位上微笑着服务的工

作人员克服了巨大的困难。 株洲机

务段年仅

27

岁的车间机调室计划员

潘磊家在岳阳，他的父亲

2009

年

2

月

被发现患了直肠癌， 后又转化为肝

癌晚期。 但他未请一天假。 采访时，

他只说一句话：“我没尽到做儿子的

孝道！ ”

“安全是回家最快的

路， 旅客平安回家是铁路

人最大的心愿”

长沙火车站客运四班候车室值

班员朱艳说， 有时旅客有些急躁的

情绪，自己能理解。因为她的老家就

在株洲醴陵，她也已几年未回家过年。

去年春节，

70

多岁的父母专门赶到长

沙，在长沙陪了她几天。

“我也很想家，也很希望可以陪家人

快乐过节。所以我们会尽自己的努力，为

归家旅途中的人们做好服务， 我记得有

个诗人写过，安全是回家最快的路，而旅

客平安回家则是铁路人最大的心愿。”喜

欢读书的朱艳说话也有了诗意。

听说株洲机务段衡阳整备车间调

度长周承友这些天都把“饭局”开在工

作的小辅修库，记者电话联系了他。

其实，周承友的家离单位很近，一

个往返再加上吃饭时间也不会超过半

小时。但他还是让妻子每天给他送饭。

“老婆有自己的工作，但调度工作很重

要，春运期间尤其需要抢供机车，

10

分

钟也耽搁不起。 ”周承友说，在铁路系

统工作，收入并不高，自己不图名、不

图利， 只想尽职责本分， 尽可能把旅

客及时、安全的送回家。

广铁长沙客运段党办主任王艳萍

告诉记者，

2009

年

11

月份，湖南省内全

部铁路职工就取消了双休日。 现在都

是

24

小时“三班倒”连轴转。“我们客运

段是在火车上直接为旅客服务的单

位，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旅客在平

安回家的路上，能看到更多的笑脸，听

到更多温馨的话语， 让他们疲惫的身

心得到尽量多一点抚慰和轻松。”王艳

萍诚恳地说。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李贵日

2

月

13

日， 农历大年三十。 远近

闻名的蓝山县毛俊镇 “百姓村” ———

毛俊村比往年显得更为热闹， 为了庆

贺和谐丰收之年， 村里选择除夕之夜

这个特殊的日子举办 “百家宴”。

听说全村聚会吃团圆饭， 辛苦一

年的村民们异常激动， 一个个脸上挂

满了笑容。 下午

3

时， 村民就自发地

来到村礼堂内外忙开了， 有的挂灯笼

拉横幅， 有的贴对联摆桌椅， 村里的

腰鼓队也喜气洋洋地表演了起来。 走

进村礼堂 ， 只见 “毛俊村春节团圆

饭” 大型横幅高高悬挂在舞台上方，

两边一副对联十分抢眼， 上联是 “和

谐社会千家齐集全村鼓舞是托党的政

策”， 下联是 “盛世空前百姓共聚满

堂欢喜乃寄民心所向”。

毛俊村与广东连州相邻， 这里山

清水秀田地肥美， 盛产竹木， 且民风

淳朴 ， 数百年来 ， 不断有湖南 、 湖

北 、 江西 、 广东 、 广西等

9

省 （区 ）

36

县的人先后搬迁来此， 村里聚集了

唐、 李、 陈、 吴、 郝、 尹、 孙等

102

个姓氏的村民， 全村人口由解放初的

近

1000

人发展到目前的近

5000

人， 成

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百 “姓” 大村落。

“村里决定举办 ‘百家宴’， 全村姓氏

不分人数多少， 每姓一桌， 一百多户

人家的大姓和只有一户人家的小姓都

是同等待遇， 旨在弘扬百家姓群众团

结互助与和谐发展的新风尚。” 在村

礼堂， 村支书廖仁旺激动地向我们介

绍。

60

多岁的村主任陈书玉听说记者

前来采访， 自豪地接过话题。 “近

5

年来， 村里不等不靠， 走发展集体经

济之路， 集体经济收入由

2005

年的

94

万多元 ， 像滚雪球般逐年增加 ， 到

2009

年达

230

万元， 村里投入建设资

金

900

多万元， 兴建了村委办公大楼、

自来水厂、 农民休闲广场、 全市最大

的村级文体中心、 全县最大的村级客

运站 、 灯光球场 ， 配设了垃圾运输

车、 专职清洁工、 安装了路灯，

2009

年又投入建设资金

226

万元， 修通了

环村水泥公路， 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

也由

２００５

年的

3800

多元提高到

２００9

年

的

7580

元， 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致富

明星村。 这些首先得益于有个团结和

谐的发展基础， 创造了加快发展的良

好条件。”

“村里虽然是座百家姓村， 但村

里不分宗族大小， 和睦相处， 村里唐

姓、 李姓、 陈姓都有一百多户， 而我

们郭姓和吴姓 、 黎姓等只有几户人

家， 还有像尹姓 、 孙姓仅有一户人

家， 但大家不分彼此， 有什么困难都

互相帮助， 团结协作， 所以我们的日

子过得和和美美、 好开心……” 来参

加吃团圆饭的村民郭来生话语中充满

了幸福。

“让我们共同举杯， 开怀畅饮，

庆祝虎年的到来 ， 祝新的一年再创

辉煌 ， 团结互助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 下午

6

时

10

分， 村支书廖仁

旺在礼堂中间高高地举起酒杯， 伴随

着优美的音乐， 宣布 “百家宴” 正式

开始。 “干！ 这是我

60

多年来吃得最

高兴的一餐春节团圆饭， 我首先要敬

我们的治村能人廖书记一杯酒……”

67

岁的村民唐路阳第一个站起来敬村

支书的酒。 大家你敬我， 我敬你， 笑

声、 祝福声、 碰杯声交织在一起， 在

礼堂上空久久回荡。

“百姓村”喜办“百家宴”

为了万家团圆

———湖南铁路员工春运记事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周湘益

串灯、 射灯、 泛光灯， 彩灯、

花灯、 宫灯装……好多的灯， 好美

的灯啊！ 新春时节， “龙舟故里”

汨罗城被千姿百态的彩灯包裹了。

出门俱是看灯人。 “真是太漂

亮了！ ”

2

月

12

日晚，随着数万盏彩

灯次第点亮，汨罗城区顿时流光溢

彩，热闹非凡，引来一片欢呼。 彩灯

和看灯人，都成了这座城市最新最

美的风景。

进入归义广场 ， 只见一艘长

10

米 、 高

4

米的 “龙船 ” 巍然屹

立 ， 中央龙柱上 “不负龙舟文化

之源 ， 打造龙舟产业之最 ”

14

个

大字格外醒目 ， 周围蜿蜒

4

条彩

龙 ， 活灵活现 ， 吸引了无数市民

在这里驻足观看 。 与龙船彩灯遥

相呼应的是 “循环经济 ” 大型灯

组 ， 绿色的循环经济标志映衬着

硕大的 “地球”， 龙舟文化和循环

经济两大品牌在这里尽显风流。

汨罗市委常委 、 宣传部部长

周群开告诉记者：“灯会以‘龙舟故

里 、 和谐汨罗 ’ 为主题 ， 旨在展

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

罗江畔端午习俗 ’ 的独特魅力 ，

营造欢乐 、 祥和的节日气氛 ， 提

升 ‘端午源头 、 龙舟故里 ’ 的城

市形象

,

为汨罗市民和游客献上一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放眼望去， 长达

2480

米的建设

路被万盏风格各具的彩灯装扮得流

光溢彩， “龙舟故里”、 “龙腾盛

世”、 “湘风楚韵”、 “锦绣罗城”、

“迎春纳福”、 “魅力汨罗” 等

28

个

主题灯组设置在城区

8

个重点观赏

活动区， 灯景交织， 气势磅礴， 使

游人仿佛走进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奇

幻世界。

本报

2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梁斌

熊伟 记者 刘文韬 ） 武警湖南总队

政委赵富栋少将今天来到武警长沙

市支队， 看望慰问一线执勤官兵。

赵富栋先后来到武警长沙市支

队驻省委 、 省政府中队 ， 向基层官

兵表示节日的问候 。 他指出 ， 过去

的一年 ， 驻省委 、 省政府的武警官

兵 ， 在执勤困难多 、 执勤压力大的

情况下 ， 充分发扬吃苦耐劳 、 连续

作战的优良作风 ， 圆满完成了各项

任务 ， 为保卫省委 、 省政府机关和

首长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为部队

争了光添了彩 。 希望全体官兵在新

的一年里要一如既往地干好本职工

作 ， 认真履行职责使命 ， 把任务完

成得更好更出色 ， 争做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

官兵们纷纷表示 ， 一定扎根基

层 ， 履职尽责 ， 不辱使命 ， 确保任

务圆满完成 ， 确保执勤目标万无一

失。

本报

2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陆

洋剑 记者 孙敏坚 李茁） 春节期

间容易发生电信诈骗案件。 为防止

群众利益受到侵害， 湖南警方温馨

提醒大家注意 “三不一要”。

1

、 不轻信。 对来历不明的电

话和手机短信， 不要轻易相信， 要

及时挂断电话， 不回复手机短信，

不给犯罪分子设圈套的机会；

2

、 不透露。 不要贪图小利而

受不法分子的诱惑， 无论什么情况

都不要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

息、 存款、 银行卡等情况；

3

、 不转账。 在不能得到完全

确认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向不法分

子提供的账号进行转账；

4

、 要及时报案。 万一上当受

骗或者亲朋好友受骗， 立即向公安

机关报案或向

110

报警， 并提供骗

子的账号和联系方式等详细情况。

本报

2

月

14

日讯

(

通讯员 谢斌

金中平

)

农历新年正月初一， 刚刚

经历 “

2

·

12

” 烟花鞭炮火灾之后的

溆浦县城， 社会秩序稳定， 店铺照

常开业， 一派节日的气氛。

2

月

12

日

21

时， 溆浦县城三角

坪广场发生火灾造成重大财产损

失，

3

名消防队员在疏散营救数百

名被困人员中英勇牺牲 。 火灾发

生后 ， 溆浦县委 、 县政府迅速成

立工作组 ， 积极应对突发火灾带

来的影响 ，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 ，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 让

广大群众安心过年 。 公安 、 消防

等多个部门迅速组成联合调查组，

展开火灾原因调查 。 省公安消防

总队派出专家进行现场指导 。 经

调查认定 ， 此次火灾是黄卫红 、

刘军 、 向冬平 、 向勇等人因为斗

气 ， 在公共场所非法燃放烟花 ，

由于烟花倒地 ， 向四周发射 ， 引

燃周边烟花临时销售点的烟花爆

竹 ， 导致多栋建筑和门面起火 。

目前，

4

名责任人因涉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被溆浦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

水墨意境尽显山河秀色

《虹猫蓝兔火凤凰》成动画版《国家地理杂志》

绚烂彩灯耀罗城

赵富栋新年慰问基层官兵

（上接

1

版

②

）

记者来到淳口镇集中供水工程现

场，负责人聂水发正在召集工作人员开

会，安排春节期间

24

小时值班事宜。 他

说，饮水安全是民生大事，马虎不得。聂

水发带着记者参观，只见各种水处理设

施一应俱全。南康水库的水源，经絮凝、

沉淀、过滤等工序后，变成了洁净水，加

压后即输送给用户。 在化验室，化验员

小张正在进行水质检测。 她说，水质检

测有

7

项指标，包括混浊度、色度、

PH

值

等，水质比城市自来水还好。

汩汩清泉 ， 从这里流进各家各

户。 如今， 当地

2526

户、

11000

多名

村民全都喝上了 “放心水”。 聂水发

介绍 ， 集中供水工程日供水能力达

3000

吨， 现在需水量才

600

多吨， 还

可以让更多村民受益。

水通百业兴。 鹤源社区谢跃进在

镇上开了一家餐馆。 他说： “以前由

于经常缺水 ， 餐馆有了生意也留不

住； 现在不仅水量足、 水压高， 水质

也好， 泡的茶都是甜的。 餐馆生意也

好了， 今天的年夜饭都订满了。”

在 “惠民生” 的同时， 淳口镇集

中供水工程甚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

“扩内需 ” 效果 。 镇里做过统计 ，

2009

年， 通水农户中，

30%

新买了热

水器，

80%

购置了洗衣机。

夜幕降临，烟花四起。那绚丽绽放

的焰火，有如水银泻地，繁花似锦。

（紧接

1

版

①

）据不完全统计，

2009

年全

村人均纯收入比上一年得到大幅增

长，不少人家还盖起了新房，买起了小

汽车，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们侗家人也不晓得讲什么客

套话， 一起唱几首山歌来表谢意要得

不？” 一位侗家嫂子提议说。“要得！”

大家立刻响应。

一曲曲欢快悦耳的侗歌和着春天

的旋律，飘荡在大山深处……

警方温馨提示

春节期间谨防电信诈骗

溆浦县城新年秩序稳定

4名火灾事故责任人被刑拘

喜过中国年———

2

月

13

日晚， 长沙市开福区三角塘社区组织肯尼亚、 刚果、

卢旺达等国家在长沙的留学生团聚， 让这些远离家乡的学子尝到了浓浓的中国

年味。 图为留学生在学吹中国竹笛。 本报记者 刘爱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