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7

日， 彩绘成老虎模样的小朋友在开心地嬉戏。 当天， 长沙市左家塘街道办事处

联合左家塘群英会、 绿色潇湘志愿者团队共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虎年添彩画福虎”

活动， 数百名市民参加此次活动。 梁向锋 程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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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

见到老王的那一天 ， 是新年过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 ， 阳光灿烂 ， 江边微风拂面 。

老王拿着一摞自己搜集和绘制的木帆船资

料和图纸 ， 还有他调研写下的保护计划 ，

“资料、 模型和图片都已经很不完整了， 现

仅有的资料， 也就只存在极少数的造过船、

驾过船的老前辈的脑海里。 我觉得这些东

西一定要传承给后人， 使他们更多更直观

地了解湖湘船舶的演变和水运的发展史 ，

并向世人展现和推介湖湘的这一有特色的

历史文化遗存。”

今年

60

岁的王芳德是一位老船长 ， 退

休前是长沙运贸总公司砂石厂厂长 。 年龄

大了， 记忆力似乎大不如前了 ， 每天出门

后总是记不得老伴儿交代要买的小菜 。 因

为， 他的脑子里已经被小驳船、 耒古子船、

涟源倒扒子船、 碳壳子船、 茶陵船 、 宝庆

船等湖南

30

多种传统木帆船撑得满满的。

老王出生在一个水上世家 ， 父亲

12

岁

随着师傅摇着小驳船从衡阳来到长沙 ， 划

过湘江的暗礁激流 ， 受过风吹日晒雨淋 ，

挨过日本鬼子的子弹 ，

1948

年 ， 终于在靖

港造了自己的一艘木帆船 。 船长

10

余米 ，

能载货

10

余吨。 有了属于自己的船后 ， 父

亲在湘江上以运粮食、 煤炭、 化肥等物资

为生。 生活开始因为船有了起色 。 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年头， 王芳德也出生在

了这艘小驳船上。

新中国成立后 ， 船运业也开始公私合

营， 几千艘各式木帆船船主带着自己的船

加入了 “长沙市木帆船合作社”。 老王父亲

的那艘小驳船也入了 “社”， 老王说， 那个

时候， 湘江上可真是 “千帆竞渡”， 什么模

样的船都有。 船一靠岸， 老王便和一干小

朋友就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追逐玩耍 ， 父

亲开船运输时， 就把老王用一根绳子一头

系在腰上另一头系在桅杆上， 以防他落下

水去。 那个时候， 一家

5

口人挤在那条

3

米

长的小驳船上， 吃饭睡觉生活工作 ， 老王

却并不觉得很挤，“因为还有其他同样大小

的船上住了

8

个人。”

14

岁那年， 老王也进了合作社 ， 在父

母手下当学徒， 又过了三四年 ， 合作社开

始对木帆船 “鸟枪换炮”， 给木帆船加上了

一个动力， 变成了 “机帆船”。 老王的成长

伴随着木帆船的不断变化 。

1974

年 ， 老王

考取了船舶驾驶证， 经过

3

年水手，

3

年舵

工 ， 扎拖把 、 搓绳子 、 做风帆 ， 当二副 、

做大副， 在

30

岁那年他终于成为了船长。 只

是， 他驾驶的船已经变成了拖轮， 湘江的江

面上几乎已难见木帆船。

在老王的驾船生涯中 ， 他记忆最深的

是， 曾经开着毛泽东在考察长江流域时住过

的

8201

号到过上海。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 船

舶机械化的快速发展， 那些靠人力荡桨、 摇

橹拉纤、 扬帆借风行驶的几十种形状各异的

木帆船逐渐消逝在湘江水系、 洞庭湖的云烟

深处。 这让老王不无伤感。

老王拿着自己手绘的图纸告诉记者每一

种船的特点和巧妙之处。 比如 ， 浏阳的鳅

船， 船身长， 船两边走道宽， 小巧灵活， 吃

水浅， 是因为浏阳河湾多水浅， 走小河、 汊

港这种船非常方便； 而岳阳的铲子， 则是船

中间竖立两根十几米高的桅杆， 帆翼张开近

十米， 船体方正稳健， 船头像个方铲， 这是

因为岳阳身处长江主干道和洞庭湖水汇合

处， 需要这种能抗击很强的风浪的大船， 这

种船长期要开到武汉一带……老王脑海中的

30

多种船都根据湖南不同的水道路况而各有

不同， 老王说： “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的智

慧。”

如今， 退休了的老王有了这样一个迫切

的梦： 他要把湖南这些消失了的木帆船都做

成船模保存下来， 流传下去。 于是老王将自

己脑海里存了几十年的

30

多种木帆船一个个

画了出来。 从没有绘画基础的老王竟然把这

些船画得好似泛舟在白纸之上。

老王说： “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区， 乃

至世界有河道的地区， 没有一个地区像我省

拥有过如此多种类的木帆船和木划子。 我省

的帆船种类和形状如此之多可称得上世界之

最。” 我省水运通道滩多、 湾多、 水浅流急、

河道狭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航道定级

时， 我省也以三级河流居多。 所以， 为了适

应不同的航道特点， 我们各地的船工就因水

制宜地造出了许多不同模样的船， 而这些船

也承载着不同的河运文化。

老王现在每天起来就是把所有订阅的报

纸都看一遍， 哪里要开船运博物馆了， 湘江

文化旅游项目规划， 省博扩建……这些都是

老王关心的事情， 他还游走于文化、 旅游部

门， 也给区、 市政协递过自己保护木帆船的

方案， 他希望自己脑海里的船都变成一个个

真实的模型， “因为自己年龄大了， 实在一

个人完成不了， 没有钱、 没有力也没有场

地， 有的只是脑海中那

30

多艘记忆清晰的

船。” 他希望， 有一天， 橘子洲上能有一个

“船博物馆”， 摆满这些消逝的木帆船模型，

让来长沙的游客在橘子洲头依然能一窥昔日

湘江 “百舸争流” 的景观。

老船长的梦想

本期主题： 木帆船

讲述人： 王芳德

采写： 本报记者 熊远帆

2

月

28

日，

春光明媚， 气

温回升， 不少

年轻人已经提

前 穿 上 了 夏

装。 当天， 长

沙市气温高达

30

摄氏度， 市

民纷纷出行感

受春日暖阳 。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编者按：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几千年以来， 这些民间的智慧在岁月中丰富着历史的趣味。 本报现推

出 《民间文化奇葩》 专栏， 记录和发掘民间文化生活中有味、 有趣、 有文化传承意义和传奇色彩的人、

物、 事，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民间技艺的传承人、 地域性的文化现象以及收藏珍品和奇人等， 以

飨读者。 欢迎提供报道线索和稿件。

2

月

27

日下午， 温家宝总理接受中国政

府网、 新华网联合专访， 与广大网友在线

交流。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 总理以其

惯有的真诚感动了无数网友。 不久， 全国

“两会” 将正式拉开帷幕。 面对后危机时代

的挑战， 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注定非同寻

常， 代表委员肩上的担子也就显得格外沉

重。 学习总理的 “用心建言”， 真正履行人

民赋予的权力和职责， 正当其时。

用心建言 ， 要带着对人民的一片深

情 ， 真诚地参政议政 。 人民代表为人民 ，

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 人民群众的呼

声冷暖意愿， 要了然于胸。 温总理在回答

网友提问时 ， 之所以数据 、 事例信手拈

来 ， 措施 、 手段充满信心 ， 看似闲庭信

步， 其实正是总理人民至深的感情， 平时

付出艰辛的结果 。 代表委员代表的是群

众， 而非个人， 带着对人民的爱、 对人民

的情去履职 ， 才会见微知著 ， 灵感迸发 ，

“火花” 频现。

用心建言， 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 掌

握问题症结所在。 当前， 国家经济依旧面

临着诸多 “烦恼 ”： 全球金融风暴乍暖还

寒， 房价高、 就业难等 “拦路虎” 亟待驱

逐； “转方式、 调结构” 亟待迈出实质性

步伐 。 如果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

“治病” 的过程， 那么在 “后危机” 时代，

中国需要做全面的 “健身” 运动。 不多做

一些贴近百姓、 贴近实际、 贴近全局的调

研， 就难以给出为中国 “健身”、 让民生改

善的药方， 提出一些不痛不痒甚至是作秀

的建议， 只能让选民失望。

用心建言， 更要敢于勇于直言 ， 直击

矛盾的要害。 全国两会， 中外瞩目， “谈

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代表委员对中国

的病症看得透、 看得准， 治疗药方想得远、

想得深。 如果看出问题、 怀揣良策， 却担

心可能会触动某些利益部门、 团体， 会让

某些单位或某些人不高兴， 而患得患失不

敢直言、 不敢碰硬， 习惯于做老好人、 和

稀泥 ， 再敏锐的眼光也只能成为 “青光

眼”， 再有效的药方也只能胎死腹中。

“两会” 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殿堂 。 期

待代表委员们像总理一样， 带着对人民的

情和爱用心建言。

岳飞一枪挑穿小梁王，沙僧一肩挑起唐僧

师徒

3

人， 宫女在潺潺流水的池塘边梳妆……

这一幅幅精彩的场景不是在剧院里，而是出现

在汨罗闹元宵的“故事会”上。

2

月

26

日，汨罗城

区锣鼓喧天，礼炮欢鸣，数万市民把建设路闹

翻了天；牌匾楚旗方阵、故事会方阵、地花鼓方

阵、腰鼓方阵等近

1000

人的民俗表演队伍正依

次行进，一时间，汨罗城沸腾了！

“今年的‘故事会’比往年大有不同。 ”本

次‘故事会’组织者城关镇归义社区曹自林主

任告诉记者，“难度更大了， 最多的一根柱子

上站了

5

个人；科技含量更高了，除了制作城

墙、花楼、水池等实景外，还大量运用了声光

电的手段，使故事表现得更逼真、更精彩。”据

悉，这个“故事会”完全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

他们凑钱购置服装道具，晚上扎“故事”，白天

上街表演， 虽是做义务工 ， 但大家劲头十

足。

当夜幕降临， 街上一树树灿若星河的灯

花竞相开放，一组组硕大的主题灯次第点亮，

将汨罗装扮得流光溢彩、繁花似锦。

“我猜中啦！”在迎宾路，一个年轻小伙子

正从花灯上揭下一张谜面， 欢呼着跑去领取

奖品。 “且就洞庭赊月色（打一字）、阳春白雪

伴楚王（打一成语）、路漫漫其修远兮（打一电

信用语） ……” 一个个新奇而充满趣味的灯

谜， 让人们在竞猜的思索和领取奖品的喜悦

中享受着新春的快乐……

本报

2

月

28

日讯 （向国生 黎小湘）伴

随着振奋人心的锣鼓声，美丽的“蚌壳姑

娘”翩翩起舞，十多条“中国龙”正与

4

只威

风凛凛的“狮子”上演着一场“狮龙争霸”

的好戏……今天上午

10

时许，张家界市城

区元宵灯会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据了解，此次元宵灯会活动共分为大

型灯展，民族文艺节目演出，新春书画、摄

影展

3

部分， 目的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

文化， 展示张家界市民间文化艺术风采，

增添节日喜庆氛围，打造张家界“狂欢元

宵节”文化旅游新品牌。

虎灯、龙灯、狮子灯、高花灯；渔鼓声、

军鼓声、腰鼓声、唢呐声。入夜时分，城区

变成了灯的世界，人的海洋。绚烂的烟花

冲向天空，光辉灿烂。摩肩接踵的人群似

潮水涌动，一片欢腾。人们兴高采烈地追

着狮子、龙灯沿街拜年，赏花灯，猜灯谜，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共同欢庆元宵。

在人民广场前， “福” “虎” 谐音

的 “盛世中华 ”、 华丽耀眼的 “龙腾盛

世” 等大气磅礴的灯组， 随着本土经典

阳戏段子晃动的可爱木偶人 “阳戏闹

春”、 以农村高耸的楼房为模型的 “社会

主义新农村”、 模仿美丽湘女在吊脚楼前

望情郎的 “土家风情” 等贴近百姓生活

的灯组， 灯灯相衬， 组组相连， 广场到

处挤满了人， 孩子们尽情地在自己所喜

欢的灯组前嬉戏， 游客们争先恐后地用

相机记录这美丽的画面。

由当地土家族、 白族等少数民族组

成的

66

支表演队伍齐聚市区， 上演了原

汁原味的土家打镏子、 桑植民歌、 张家

界阳戏、 张家界高花灯、 傩戏等民族文

化节目。

20

余万本地群众和中外游客一

片欢声笑语， 交口称赞。 元宵灯会活动

一直持续到夜晚

11

时。

本报

2

月

28

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

讯员 尹卫东）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

宵节， 是一家老小团圆的传统佳节

,

长

沙市在定王台举办了 “关爱空巢老人”

活动。 老人们看着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 吃着街道免费提供的汤圆， 心里

暖融融的。

湖南的老艺术家左大玢、 刘赵黔、

陈爱珠等来到现场， 为大家献上最拿

手的唱段 。 许多老人当场挥毫泼墨 ，

切磋书画技艺。 猜灯谜更成为老人们

最喜爱的活动， 兑奖台前是一张张找

到答案后的喜悦笑脸。

本次活动由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

沙市文明办、 长沙市妇联联合主办。

本报

2

月

28

日讯（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

帼） 对于长沙血液中心的

10

位无偿献血者而

言，

2

月

28

日不只是元宵节，更是“圆梦节”。为

了感谢无偿献血者们的大爱无疆， 今晚

7

时，

长沙血液中心和湖南电台经济频道共同举办

了一场“新春圆梦活动”，为

10

位无偿献血实

现了他们的新年梦想，手捧钻戒求婚。

吴军、王莉、龚玉全都是献血多次的爱心

志愿者，更巧的是，他们的生日都是在元宵节

这一天。

3

个人在现场一同分享生日蛋糕，还一

同见证了吴军梦想实现的时刻。 原来，志愿者

吴军的愿望是用一枚戒指向女朋友求婚。活动

现场，主办方向他赠送了铂金钻戒，当他手捧

钻戒向女友求婚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本报

2

月

28

日讯

(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汤

素娟

)

记者今天从全省公路工作会上获悉 ，

2010

年我省普通公路建设投资将达

115

亿元 ，

其中国省干线路网改造力争完成

85

亿元， 完

成改造里程

1600

公里， 累计建成和在建总里

程力争达到

6000

公里。

据省公路管理局局长吴国光介绍 ，

2009

年湖南普通公路建设共完成投资

200.6

亿元 ，

同比增长

21.54%

， 其中路网改造完成投资

127.2

亿元， 路网改造建成通车里程

832

公里，

同比增长

48.6%

。 全省撤销政府还贷二级公路

141

个收费站点 ， 当年减轻社会负担

10

多亿

元。

2010

年交通运输部将组织全国干线公路

养护大检查， 我省将以迎国检为契机大力开

展 “养护管理年” 活动， 国省干线路网改造

力争完成

85

亿元 ， 完成改造里程

1600

公里 ，

面上工程合格率达到

100%

。 全省要加固和改

造病危桥

100

座 ， 实施 “安保工程 ”

1100

公

里， 大中修投入

8

亿元， 完成沥青路面大中修

650

公里以上。

学总理

用心建言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 即将召开的全

国两会注定非同寻常， 代表委员肩上的担子

也就显得格外沉重。学习总理的“用心建言”，

真正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和职责，正当其时

马碧

本报

2

月

28

日讯 （通讯员 张耀成 记

者 姚学文）“和谐春风吹花垣， 老人长寿

福无边。祝您夕阳无限好，祝您鹤发永童

颜。”今天是元宵佳节，也是花垣县县城花

垣镇黄秀兰老太太

70

岁大寿，来自该县长

乐乡的梅花农民艺术团给她带来了

16

个

祝寿的节目，随着演员们嘹亮的歌声和轻

快的舞蹈， 老人也情不自禁地扭起了秧

歌。这是该县农民文艺队送文艺进县城的

一个精彩镜头。

新春以来，该县

30

多支农民文艺队陆

续走进县城，给县城居民奉献了一顿顿民

间文化盛宴。走进花垣县城，只见这里彩

船流街，龙灯挥舞，苗歌飘飞，锣鼓铿锵。

苗歌队 、山歌队 ，腰鼓 、苗鼓 、三棒鼓 ；龙

灯、狮灯、蚌壳灯……随处都可以看到农

民文艺表演队在表演各类文艺节目。

近年来，花垣县把农民文化建设作为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点，以乡镇文化站为

依托，以村级活动场所为阵地，积极开展

山歌、苗歌、鼓舞等文化娱乐活动。广大农

民文艺爱好者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大力

汲取民族传统文化营养， 组建文艺队伍，

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每逢节假日，这些农

民文艺队就各展其长、各显其能，走集镇、

进县城，在广场、公园、街道，为城镇居民

献上丰盛的“民间文化大餐”。仅

2009

年 ，

该县成功举办“中国·湖南（花垣）首届苗

族文化艺术节” 和 “全国蚩尤文化研讨

会”； 苗族鼓舞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湘西苗族鼓舞》荣获全国民

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玛汝沃黛雄》

荣获

2009

年省艺术节最高奖———田汉奖。

本报

2

月

28

日讯 （通讯员 倪章华 记者

刘文韬） 《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教育法〉 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将于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今天

发出通知， 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以此为契机，

认真开展学习贯彻国防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

掀起全民国防教育的新高潮。

通知指出， 《办法》 的制定和实施， 标

志着我省全民国防教育进一步走上法制化、 规

范化的轨道， 对于推动我省全民国防教育的深

入开展， 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 ， 振奋民族精

神， 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各级要紧密结合实际， 制订贯彻执行 《办

法》 的措施。 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抓好 《办法》

的贯彻执行， 又要以身作则 ， 带头贯彻执行

《办法》， 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广大干部群众

贯彻执行 《办法》。 民兵、 预备役人员要在贯

彻执行 《办法》 中起骨干作用， 既要抓好自身

的贯彻执行， 又要帮助群众贯彻执行。 广大干

部群众都要树立 “保卫祖国， 人人有责” 的主

人翁责任感， 自觉贯彻执行 《办法》， 为富民

强省和兴武强兵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国防教育法实施办法

今起施行

花垣

农民送文化进县城

元宵赏灯更添游兴

今年115亿投向

普通公路建设

完成国省干线路网改造1600公里

周湘益 黄松柏 徐亚平

元宵节关爱

“空巢老人”

张家界

精彩热闹“故事会”

汨罗

10位无偿献血者收到“梦想大礼”

元宵节手捧钻戒求婚

春风拂面度佳节

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