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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黄曼

面前摆放3瓶样品酒，不借助任何鉴定试剂
和设备，酿酒人通过“看花摘酒”，就能准确地判
断出酒精含量，误差能控制在0.5度之内。这是记
者前不久在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湘窖酒业”） 举行的一次酿酒技能比武大赛上
看到的一幕。

显示这一“绝活”的是今年“湖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湘字号”工艺大师、湘窖酒业
酿酒大师苏曙明。

1994年， 刚从邵阳市第一技校毕业的苏曙
明，迈进了邵阳市酒厂(现湘窖酒业)高大宽阔的
车间大门。那一年，他19岁。

“想当初，因为怕吃苦，差点放弃了自己的
事业。”苏曙明坦言。

他介绍，酿酒虽然技术性很强，但属于体力
活。

刚进酒厂， 苏曙明被分配到酿酒车间从事
酒醅拌料、摊凉工作。

拌料，就是负责将酒糟从窖池内取出，然后
将它们与粮食搅拌均匀；摊凉，则是将蒸完酒的
糟摊开使其冷却，当温度降到20摄氏度左右，拌
入酒曲，然后再放进窖池，让其二次发酵。

起糟的窖池有两米多深， 里面的味道也非常
刺鼻。酒醅拌料、摊凉都是力气活，苏曙明本来就
个头小、体力差，干起活来很吃力，完不成工作任
务，很多时候都是班里的老师傅帮他做完。

那时，他有了换岗位的念头。
当时，上甑就是把材料放到甑里，是一个轻

松活。他想去这个岗位。
班长告诉他：“上甑讲究轻撒匀铺， 你手劲

还不够，先在拌料上磨炼半年再说。”
听了班长的话，苏曙明并不是很服气，但他

还是较着劲，老老实实在酒醅拌料、摊凉工序上
练了半年。

“不是力量不够大，而是我手不稳定。”半年
后，第一次上甑的苏曙明感慨颇深。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是功到自然成，
学手艺也是如此。” 谈到如何掌握酿酒技术，苏
曙明说。

为学到师傅的上甑技术要领， 苏曙明每天
都给师傅打下手。师傅上甑的时候，他都站在一
旁仔细观察，用心记下每个手法、动作，并拿起
铁锨在一旁模仿。

师傅被苏曙明立志学艺的诚心打动， 便手
把手地教他上甑，小到怎样拿锨、发力、站位，大
到上甑铺料、搅拌，毫无保留地传授各种要领。

上甑的学问很大， 厂里一般要求工人进厂
工作1年才能上甑。上甑讲究“轻、松、准、匀、平、
薄”，稍微一点点差池，就会出现“窝酒”“塌汽”
现象，从而影响到酒的产量和质量。

上甑探气要求上气齐， 且深度距离料面一
指为最佳，每层的铺料需特别讲究均匀，否则，

达不到全甑同时发酵的效果。
一次， 苏曙明上甑没有按照师傅交代的铺

一层探一层的做法，层与层之间存在铺料不匀、
厚薄不一问题，以致上气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气
都快跑出来了，有的地方气还很深。

师傅见状，很快找出原因。师傅并没有责怪
苏曙明， 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上甑不仅考验的
是体力与技术，也考验耐心。稍有不慎，就可能
毁掉整个流程。”师傅的话让苏曙明恍然醒悟。

“学技术，失败不要紧，关键在坚持，不能气
馁。”苏曙明从一般的酿酒工到酿酒大师，这一
点恐怕是其成功的秘诀。

1995年7月，酒厂组织酿酒车间各班组进行
技能比武，20岁的苏曙明积极性很高，主动报名
参赛。

然而， 比赛成绩如当头棒喝，14个人参赛，
他倒数第一。他一甑出酒大概50公斤，而老师傅
们普遍出酒60公斤左右。

差距，让苏曙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从那天起，他就埋头钻研技术。

“多练!” 这是苏曙明从老师傅那里取到的
“真经”。两年后，他再次参赛，一举夺冠。

“高手之间的较量，决胜在毫厘之间，技术
不过硬，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2017年，苏曙明
参加湘酒酿酒比赛， 质量摘酒是比赛中的关键
项目。精准度必须控制在0.5度之内，而苏曙明的
误差没有超过0.3度。

拿到冠军后，苏曙明格外冷静，他反思比赛
过程，觉得还有不够的地方，努力的空间不小。

一丝不苟，反复磨砺，正是苏曙明掌握绝活
的要领。

湖湘工匠 “酿”出来的绝活
———记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湘字号”工艺大师（湘酒）苏曙明

� � � � 2014年10月， 在古田召开的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向与会代
表讲述了一名“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
后一滴血”的烈士“断肠铭志”的壮烈
故事。这名烈士，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
34师师长陈树湘， 他用信仰诠释了血
性，铸造了军魂！

陈树湘，1905年1月30日出生于长
沙县一贫苦家庭。1922年加入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
伐军进入长沙后，他组织农协骨干积极
支援北伐，建立起一支农民自卫武装队
伍，惩治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

大革命失败后， 陈树湘秘密到武
昌， 在叶挺部队当兵， 先后任班长、排
长。1927年9月， 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并随部队上井冈山。为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央苏区的反“围
剿”战斗，为开辟赣南和闽西等根据地
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
方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 开始了长
征。 陈树湘率领红34师担负全军后卫
的艰巨任务。蒋介石先后在赣南、湘南
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阻止红军的战
略转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陈树湘
率领全师指战员突破了敌人的一道道
封锁线。其中最艰巨而又最壮烈的是湘
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
道封锁线， 各主要渡口都有重兵把守。
1934年11月25日， 中革军委在道县豪
福村向全军发布了抢渡湘江的战斗命
令第二天，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
谋长刘伯承，在道县仙子脚单独召集正
在潇水西岸阻止敌人过潇水的干部会

议。会议要求，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
紧要关头，红34师为全军后卫，在广西
水车一带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红军抢渡
湘江。会上，陈树湘带领全师与会干部
庄严宣誓：“34师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
任务，为军团争光！”

28日， 陈树湘指挥红34师在湘江
东岸、 广西水车一带山上刚建立起阵
地， 敌人就潮水般地尾随蜂拥而至。面
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 陈树湘毫无惧
色，镇定自若地指挥红34师将士沉着应
战，奋力抵抗。水车阻击战空前激烈。经
过三天三夜的艰苦战斗，12月1日终于
掩护主力红军渡过湘江。这时，湘江沿
岸各个渡口已完全被敌人封锁，红34师
已被敌人截断在湘江东岸，无法渡江追
赶主力。

面对无法渡江追赶主力的现实，陈
树湘果断决定，率部退进都庞岭，暂时
立足，等待时机。12月12日，红34师辗
转来到江华桥头铺附近的牯子江渡口。
在指挥部队抢渡牯子江时，他们被敌人
围攻， 陈树湘腹部负重伤。12月14日，
红34师余部100余人退到道县四马桥
附近的早禾田时，遭到道县保安团一营
的伏击。身重负伤的陈树湘，为掩护战
友突围，弹尽粮绝后被俘。

被俘后，面对敌人威胁利诱，陈树
湘毫不动摇，拒医绝食，坚持斗争。敌人
无奈下于12月18日拂晓将陈树湘抬往
道县县城，向上司邀功。路上，陈树湘乘
敌不备，忍着巨痛，用手从伤口伸入腹
部，使尽全力绞断肠子，把生命献给了
革命事业， 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时
年29岁。

（执笔：省委党史研究室 朱柏林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4月30日，2017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大戏”
落下帷幕。湖南103家上市公司中，千山药机年
报“难产”，翻看其余102家公司去年“成绩单”，
得失自见、欢喜有别。

看年报，知优劣；析数据，见高低。
经济进入“新常态”，哪家公司业绩搭上了

“火箭炮”扶摇直上，哪家公司坐上“跳楼机”遭
遇断崖式下滑？谁是“现金奶牛”分红最多，谁又
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营收规模：营收超百亿元公司有
13家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高低， 一定程度反映
了主业的强劲与否。

2017年， 华菱钢铁实现营业收入765.1亿
元，同比增长53.6%，是湖南营收规模最大的上
市公司。紧随其后的是浙商中拓，它以建材批发
为主业， 去年实现营收484亿元， 同比增长
46.8%。

除华菱钢铁和浙商中拓外， 另还有11家公
司营收规模跨过百亿元大关， 其中， 蓝思科技
237亿元、 中联重科232.7亿元、 步步高172.5亿
元、株冶集团138亿元。

营收规模排在湘股末位的是恒立实业，去
年营收额仅5873.3万元。

恒立实业主要从事汽车空调系统的研发生
产，曾因连续3年亏损，于2006年4月起连续7年
被交易所暂停上市， 直至2013年2月恢复上市。

2017年其主营收入虽同比增加， 但实际规模偏
小，主业仍处于亏损状态。

去年，有83家公司的主营收入实现了增长，
占比81.37%。增长最强劲的是佳沃股份，增幅达
8269.92%，该公司去年实现营收5.75亿元，净利
润245万元。

佳沃股份前身是万福生科， 曾因造假上市
一度面临退市危机。2017年，联想控股旗下的佳
沃集团成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成功并购国
星食品，基本面有了质的改善。

净利润：超九成公司盈利，华菱
钢铁为“盈利王”

2017年， 百余只湘股中，93家实现盈利，占
比91.18%；9家亏损，占比8.8%。共计实现净利润
250亿元。

华菱钢铁是“盈利王”， 去年净利润达41.2亿
元；五矿资本净利润规模位居湘股第二，为24.77亿
元。另外，蓝思科技、中南传媒、方正科技、中联重
科、旗滨集团年度净利润均超过10亿元。

61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上年增长 ， 占比
59.8%。另41家公司的业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下滑。

净利润的增长速度，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
司发展的速度。去年，有1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翻
番，包括湖南海利、华天酒店、科力远等。

完成对教育资产收购实现财务并表的开元
股份，成湘股业绩“增长王”：实现营收9.81亿元，
同比增长187.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1.6亿元，同比增长2617%。

业绩同样出现“爆发式”增长的，还有岳阳
林纸。 该公司2017年营收61.44亿， 同比增长
28%；净利润3.48亿，同比增长1131.86%。造纸业
务强势复苏、完成对凯胜园林的收购，是其业绩
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开元股份、岳阳林纸业绩搭上了“火箭炮”，

华升股份、 博云新材等公司的业绩却是坐上了
“跳楼机”。

在净利润同比下滑的公司中，9家公司下滑
幅度超100%，其中华升股份、博云新材2017年
的净利润分别亏损8656.9万元、6238.8万元，分
别同比下降1013%、1091%。

分红回报：近七成公司有分红，
“老百姓”最慷慨

分红是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最好的回报，也
是成熟资本市场的一大特色。

湖南披露年报的10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分
红预案的有71家，占比69.6%；有31家公司“不分
配不转增”。

不少上市公司是“现金奶牛”，对投资者很
是慷慨。老百姓大药房“每10股派现10元”，是湘
股2017年现金分红最大方的公司。 自2015年上
市以来， 老百姓业绩持续增长， 每年都现金分
红，2015年“10派3”，2016年“10派3”；若2017年
分红预案顺利在股东大会通过，老百姓3年连续
分红总金额超4.4亿元。

艾华集团、湘油泵、九芝堂、中南传媒等公
司，也对投资者给予较高回报。

新股历来是“高送转” 分红的“主力军”。
2017年至2018年上市的19只湘股“新贵”中，除
高斯贝尔没有分红计划外， 其他18家公司都制
定了分红预案。如御家汇拟“10转7股派现4元”，
绝味食品拟“10派4.8元”等。

湘股中也有常年不分红的“铁公鸡”。如正
虹科技2004年至今， 已经连续14年未发布分红
计划了。

正虹科技以研制、生产饲料为主业，前些年主
业萎靡、 业绩不振， 净利润水平一直处在百万级
别；2017年、2018年一季度大幅改善，净利润分别
达到1611万元、4128万元。大多数不分红的公司，
业绩皆存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江南的暮春从不显出任何疲态。
正是谷雨节气中， 雨水充沛，林

子越发浓绿欲滴，大地上爬满了单瓣
轻盈的野蔷薇，而园中自有月季与玫
瑰花开，都是重重叠叠最解春风意的
重瓣大花。

月季、玫瑰与蔷薇，蔷薇科蔷薇
属三种亲近的植物，为即将离去的春
日夹道相送。

蔷薇花开一季，月季长占四时
林间道旁，单瓣蔷薇花仰着湿湿

的小脸，密密地攀爬在谷雨浓绿的背
景上，柔弱又天真，有仿佛随时会溶
化在雨里的粉色， 有健康纯朴的花
香。和她的姊妹月季不同，蔷薇花期
仅此一季。

省森林植物园内，玫瑰月季展此
时进入了最佳观赏期，140多个品种2
万多株玫瑰与月季，成为暮春花园的
主角，点染的仍旧是密不透风、姹紫
嫣红的春意，红色大气，绿色清新，蓝
色、黑色妖异，白色、粉色仙气……这
些繁复的重瓣大花，一般被称作现代
月季。

月季在湖南乡下称作月月红。乡
下的月季花往往都不怎么打理，无花
的时候， 就是乱蓬蓬的一团灌木，枝
干扭扭曲曲，叶子也不够鲜绿，然而
一旦着花，便在那乱糟糟的枝头上容
光焕发。

理论上，月季除了隆冬季节都可
以开花。 苏东坡说：“唯有此花开不
厌，一年长占四时春。”杨万里诗：“只
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

但是5月才是月季花最盛的季
节。 省森林植物园副研究员邱德英
说，月季喜光，而湖南光照资源丰富，
月季在湖南的花期最早可到2月，最
晚可到12月，不过以5月和10月最盛。
一般来说，月季一次花期后，休养45

天，便可再次开花，一年
可开花五六次。

不过，也由于气候原
因，月季在湖南容易发生
病虫害，民间栽种常常长

得不如人意，叶子难免有黑点，或脱
叶、黄叶，茎干容易倒伏。省森林植物
园也曾一度选育出几种适合湖南气
候特点的月季， 但因性状难以稳定，
未能大面积推广。

赠人“玫瑰”，不如赠人月季
区分玫瑰、蔷薇和月季，是一件很

麻烦的事。从植物分类学角度来说，它
们同属蔷薇科蔷薇属， 由于杂交、文
化、翻译等缘故，使得它们的关系有些
混乱。

园艺上最常见的现代月季，由传
统中国月季与欧洲蔷薇多次杂交与
回交而成， 现已发展到2万多个园艺
品种，中国花卉协会将常见的现代月
季品种分为杂种香水月季、 聚花月
季、微型月季、蔓性月季和藤本月季
五大类。

花店里常见的那些用来表白爱
情的鲜切花“玫瑰”（商品名称），统统
都是杂种香水月季。

然而并不必因此觉得这些“玫
瑰”不够“正宗”。作为一种舶来的爱
情符号，rose在西方并不特指某一种
蔷薇属花朵，而是对蔷薇属植物的通
称，包括月季、玫瑰、野蔷薇等，因此
也就不必追究那代表爱情的究竟是
玫瑰还是现代杂交月季了。

在中文里， 蔷薇一词也理应包
括蔷薇科蔷薇属的所有植物， 但我
们现在一般多指蔷薇属一季开花的
野生种，这些野蔷薇不能月月开花，
因此不能称为“月季”。而中文里称
为玫瑰的蔷薇属植物， 同样也只花
开一季， 它与蔷薇最大的区别是枝
干健壮直立，而蔷薇茎干细长，枝条
蔓生攀援。

相对于现代月季，玫瑰的颜色要
逊色得多，栽培的玫瑰更多用于提炼
香精，很少用作鲜切花赠人。

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的不朽
诗句：“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余光中先生将其译为：“心有猛
虎，细嗅蔷薇。”

是蔷薇而不是玫瑰， 不仅更准
确，而且更妙，“蔷薇”一词，有一种于
细雨流光中微微颤栗的美。

超九成湘股去年实现盈利
华菱钢铁是“盈利王”，“老百姓”现金分红最慷慨

陈树湘：
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草木知春不久归
蔷薇夹道来相送

� � � �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苏曙明在进行老
糠摊凉。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孤岛”
救人
5月2日8时许，

洞口县文昌街道，消
防官兵在营救被困
司机。当天，该县普
降暴雨，平溪江水位
猛涨，正在修建防洪
堤的挖掘机司机被
困“孤岛”。消防官兵
接警后迅速赶到现
场，采用绳索牵引的
方法，经过40分钟的
紧张救援，成功将司
机救离险境。

张金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