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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

【小康指数】

杨 朝 辉 ，桃 江 县 高 桥 镇 赵 家 村

人。2011 年，在深圳打工的她回乡创

业，先后从事茶叶种植和蜜蜂养殖，

注册“火凤王”商标，代理销售环保

炭。一家 4 口，大女儿读大学，小女儿

上小学五年级。现在，家有一栋两层

楼房，一台面包车送货，一台卡车拖

运蜂箱，一年收入 100 多万元，发放

农民工工资 30 多万元。

【圆梦故事】

在桃江县高桥镇赵家村村民眼

里，杨朝辉性格直爽，说起话来不拐

弯抹角，干起事来风风火火，是个“女

汉子”。

10月 28日，记者来到赵家村杨朝

辉家采访，这个“女汉子”给人的第一

印象是爱笑。她说，微笑是女人的标

签。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杨朝辉一直

面带笑容，即使说到自己遭受的磨难

和挫折时也是这样。她说，努力让自己

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照亮自己前

行的路，影响身边的人。

建高山茶园
吃掉21袋面粉做的馒头

2003 年，28 岁的杨朝辉到深圳打

工，和她同去的兄弟姐妹大多进厂务

工，她却租了一个门面做日杂百货生

意。吃苦耐劳的她赚到人生“第一桶

金”。2011 年，希望能有一番作为的她

决定回乡创业。

杨朝辉先在村里开了一个五金

建材店，正当店子生意红火时，她却

出 人 意 料 地 决 定 搞 现 代 农 业 开 发 。

2015 年，她在村里浮邱山南面的半山

仑租赁 1000 多亩山地，其中 200 多亩

建高山茶园，其余的种植南竹。她创

立宏讯达茶叶种植合作社，购买挖掘

机，启动生态茶园建设。

为建好茶园，杨朝辉早出晚归，一

天到晚待在山上，带领工人对茶园精

心培管，悉心照料。那一段时间，她和

工人在山上吃掉 21 袋面粉做的馒头。

2017 年，茶园进入丰产期，正当杨朝

辉期待一个好收成时，不料茶叶市场

行情走低，茶叶销售困难。杨朝辉几年

来辛辛苦苦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所

种的南竹也入不敷出，她欲哭无泪。

追着花养蜂
一年产蜂蜜4000多公斤

虽然第一战出师不利，杨朝辉并

没有怨天尤人。种茶时，她在山上养

了几箱中华蜂（又名土蜂），产出来的

蜂蜜味道纯正甜香，卖出的价格也很

好。茶叶滞销后，杨朝辉将目光投向

中华蜂，注册成立桃江县半山仑中蜂

家庭农场，请来师傅进行技术指导。

3 月，在桃江采油菜花蜜；4 月，

去广东花都采荔枝、龙眼花蜜；5 月，

到沅江采橘子花蜜；6 月，到衡阳采山

乌桕蜜；9 月，到安化芙蓉山采五倍子

花蜜；11 月，到重庆采枇杷花蜜……

杨朝辉按照季节的更迭，带着蜜蜂去

各地追花逐蜜。她开着一辆车，常年

与蜜蜂为伴，风餐露宿，拉着一箱箱

的蜜蜂追着各地的花期四处迁徙。

去外地采蜜，有太多的辛酸。去

年，在重庆广元区采枇杷花蜜，因长时

间运输，到目的地后蜜蜂死了许多。

杨朝辉说，蜂农最为辛苦的是蜜

蜂转场，如果某地的花采完了，必须转

到另一个地方去。一般白天蜜蜂都采

蜜，转场只能在晚上，她常常赶夜路。

采天地精华，酿自然好蜜。杨朝

辉养蜂酿出来的纯天然蜜从不掺假，

口碑好，回头客多，蜂蜜供不应求，带

来 了 丰 厚 回 报 。她 现 在 180 多 箱 蜜

蜂，一年能产蜂蜜 4000 多公斤，带来

近 40 万元收入。

直播带货
土特产成了俏销产品
为 解 决 农 产 品 销 售 难 ，今 年 3

月，杨朝辉学习直播带货。此前，她参

加过“黑茶生产加工技术培训”、新型

农民技术培训班、“湖南省贫困村创

业致富带头人”和“农村植保技术”培

训等，每次都获得优秀学员证书。学

直播时，她勤奋好学，不懂就问，很快

掌握了直播带货技巧。

“现在一有空就直播，推介蜂蜜

和农产品 。”杨朝辉在“湖南蜜蜂姐

姐”视频号里，除了介绍自家的蜂蜜

和普及辨别真假蜂蜜常识外，也推介

乡亲们的腐乳、酸藠头、红薯粉和坛

子菜等土特产。朴实的画面、真诚的

话语，杨朝辉的粉丝日渐增多。她介

绍，有一次，看见邻居大嫂做的红薯

粉卖不出去，感到十分无助。其实这

里的农产品都是纯手工制作、没添加

剂的生态产品。直播带货，土特产成

了畅销货。杨朝辉说，农家手工做的

腊八豆豉，如今一天要发货 80 多瓶。

9 月下旬,在桃江县第四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农产品展销会上，杨朝辉

的蜂蜜和农产品被抢购一空；枇杷花

蜂蜜还未开采，就收到许多订单；经

营多年的环保炭生意，去年销量创新

高；土特产的销量，也见起色……风

雨过后见彩虹，杨朝辉说，明年她要

让茶园大变样,登上一个新台阶。

——圆梦小康

奔波，只为更好的生活
——桃江县赵家村新型职业农民杨朝辉的创业之路

10月 18日，周建成将自己绘制的手

绘图连成长卷，益阳古城风貌尽收眼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玉菡 摄

【圆梦感言】

被信任是一种幸福

杨朝辉

作为一名新型职业农民，我喜欢农

村、热爱农业。从 2011 年回乡创业，在前

行的道路上跌倒多次，但我仍然满怀热

情。每天奔波，只为更好的生活。生活就

像一杯酒，酸甜苦辣啥都有。再不顺的生

活，撑一撑，也就过去了。

不管做什么事情，做人是最重要的。

一路走来，不少客户变成了朋友，被人信

任是一种幸福，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感谢家人的信任和支持。我和丈夫从

深圳返乡后，就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

起，加上丈夫的哥哥一家，我们这个大家

庭都在一口锅里吃饭。一摊子事，大家好

好商量后明确分工，团结协作，互相理解，

互相体谅。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婆媳从未

红过脸,事业红红火火。 （杨军 整理）

杨朝辉（前）在视频直播，介绍真假蜂蜜识

别常识。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袁鹤立

【文化解说】

益阳古城老建筑
益阳古城位于益阳市资阳区，坐落

于资江之畔，是一座明清古巷建筑群，始

建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 1551 年)，古城

中心区域总面积约 3 平方公里，是当时

益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末以来，西

出城门的龙鳞镇、头堡、二堡和三堡，号

称十五里长街的麻石街，从这里发祥。

【守望故事】

“益阳古城真的很美！”

一身半旧工装、头发花白的周建成，

向记者捧出一幅益阳古城手绘图，连成

3.6 米长卷。

手绘图长卷还原了新中国成立之初

益阳古城的风貌，从西关到东关，连绵

10 公里，共有 50 多条街巷、600 多处建

筑、40 多个码头，大到县衙旧址，小到住

户水井，皆录在册。手绘长卷还再现了志

溪帆落、碧津晓渡、十洲分涨等当地久负

盛名的景观，气势恢弘，栩栩如生，被誉

为益阳版《清明上河图》。

“为绘制这幅长卷，我花了 21 年，虽

不完美，总算了却一桩心愿。”深秋十月，

记者见到年过八旬的周建成老人，他说，

趁着身子骨还硬朗，他要将“老益阳”的

记忆定格在历史长河中。

“我们这代人不画，后人
更难画出老益阳了”

周建成是原益阳市汽缸垫厂退休职

工，从小对绘画感兴趣。1976 年，他从湖

南省博物馆主办的“亦工亦农文物考古

培训班”毕业后，慢慢开始在益阳文博圈

小有名气。2000年，益阳市博物馆和文物

管理所负责人找到周建成，希望他将益

阳古城的风貌及老建筑位置绘制出来。

周建成满口答应，老伴却不乐意——

担心他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再说这是

件没有报酬的劳心事，不划算。

“你想想，我们对老益阳还有些记

忆。我们这代人不画，后人更难画出老益

阳了！”周建成的苦心与执着最终打动了

妻子。

接受这项任务后，周建成便一心扑

在上面，霸得蛮，耐得烦。

2005 年，周建成在《益阳志》中看到

资阳区学门口一带有一处 130 丈长的麻

石石岸的记录，但多次实地查看却没找

到。为一探究竟，周建成叫上几个人，带

上工具，掘地 2 丈深，硬是把这条石岸挖

了出来。

为确认手绘长卷上每条街巷的名

称，周建成广泛收集“老益阳”的门牌。一

听哪里有拆迁，他就跑过去查看。通过与

建筑工人交朋友、遍访当地居民、到文玩

市场淘宝等方式，他先后收集益阳老街

区门牌 70 多块。

周建成在交给益阳市博物馆的第一

稿手绘长卷中，因当时无法确认，没有准

确绘制出 1938 年至 1940 年间中共常益

中心县委书记帅孟奇在“老益阳”的活动

旧址，他心里总有个遗憾。今年，周建成

按史料寻至资阳区丰堆仑一带，却怎么

也找不到，询问当地百姓也说不清楚。他

打听到当地有几位九十来岁的老人，于

是找到他们家里，探寻帅孟奇的事迹。跑

了 3 趟后，周建成果然在两位老者口中

获知帅孟奇的活动轨迹。原来，帅孟奇为

方便撤离，分别在临陆路、水路的两处地

方设点，这两处的房屋都被征拆了。周建

成告诉记者，他正对手稿做进一步的修

改完善，把一些新掌握的史料体现在手

绘图中，让其更加详实准确。

像这样的建筑点，周建成需要核实

近 700 个，工作量之大、功夫之细致，可

想而知。这些年，周建成先后走访了上百

位老益阳人，翻阅 100 余册有关史料，笔

记做了满满 5 大本、近 5 万字，实地考察

数千次。

绘益阳古城，需要找到上世纪益阳

的老地图。7 年前，周建成到当地图书馆

去寻找，没有结果。周建成到处找，益阳、

长沙、株洲等地跑了一大圈，收集到 10

多张益阳老地图。

为把老益阳绘得逼真，周建成带着

老花镜，一遍一遍画，直到满意为止。有

时入了神，一画一宿，天边泛白了才睡

下。

“画出益阳古城，既要对历史负责，

也要对后人负责，丝毫都不能马虎。”周

建成 21 年躬身研究，4 易其稿，益阳古城

手绘图遂成卷，其中一稿已交益阳市博

物馆收藏。

“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看完长卷，周建成带记者“按图索

骥”，实地打卡多处老益阳旧址。他身体

硬朗，不一会就登上益阳古城墙。

“你看这段清代的青砖城墙多结实，

原来有四五米高，好壮观呢。现存 120 米

长，难得，政府得加紧保护起来！”

“这是城北古井。当年城内有九口

井，如今只剩下这一口了，可惜啊可惜！”

“城内现存最老的建筑当数北宋文

昌阁，今尚存大成殿，却鲜为人知。”

“呐！这是明代的城隍庙，现在还香

火鼎盛咧！”

“还有人称‘江南最美小巷’的明清

古巷，有不少摄影家、画家来采风。”

……

一路上，周建成如数家珍。

“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哪怕是点滴小事，也有作用。”周

建成将自己的信念写在益阳古城这片热

土上。

1976 年，益阳文物管理部门做 9 宫

18 庙遗址普查时，周建成亲自绘图，为

普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线索。他呼吁有

关部门借鉴山西平遥古城保护的做法，

把城内旧建筑上拆下来的青砖、瓦当、麻

石、窗雕、木檩等统一保管，以备修旧如

旧时使用。

上 世 纪 80 年 代 ，经 周 建 成 大 力 呼

吁，益阳城内文昌阁、古城墙以及一批宗

祠竖立起文物保护标志。在那个年代，这

是开先河的创举。

2010 年，周建成途经资阳区汽车路

街道贺家桥社区，一建筑队在施工时挖

出一块汉白玉材质的石刻，上面“金龙

桥”3 个字赫然在目。周建成立马喊停了

建筑队：“这是文物，损毁了是违法的。”

之后，他联系益阳市文物考古队来到现

场，鉴定为清代文物。现在这一石刻收归

益阳市博物馆。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老益阳”街

上，只要哪里发现了“稀罕物”，总有周建

成的身影。

周建成还喜欢在“老益阳”遛弯，期

间发现了不少“惊喜”。2009 年，他在别

人的菜地里发现了一段麻石垒砌的墙，

因为陷在泥中，只一小段裸露在外，又被

草木掩映，故很难被人发现。周建成如获

至宝，回家翻阅史料一看，原来是北门城

门基础。之后，他立即向文物部门反映，

呼吁将古城门基础保护起来。

“手绘益阳古城长卷，只为给后人多

一个了解益阳历史文化的窗口。”周建成

说，一个人的力量微薄，保护传承传统文

化，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专家寄语

为未来留一抹
历史的亮度和温度

益阳市博物馆副馆长 卜珩一

周建成的益阳古城手绘图长卷，古

城全景跃然纸上，气势磅礴，惟妙惟肖，

实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料。这是“老

益阳”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益阳城市经

济情况的写照。

始建于明的益阳古城，以典型的江

南民居古巷建筑群为特点。作为当时益

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承袭了益

阳的累世繁华。古朴的市井街巷、精湛的

建筑技艺，让益阳古城的历史文脉得以

相传，江南小城的独特韵味得以延续。

这是周建成老先生几十年来对古城

的研究成果，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纵观

长卷，我们在惊叹周老先生精湛的手绘

技艺和美术功底之时，更敬佩他几十年

如一日辛勤工作、呕心沥血的工匠精神，

敬佩他敬畏历史、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

敬佩他尽己所能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高

尚情怀。希望有更多的人像周老先生一

样，为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为未来留下一抹历史的亮度和

温度。

21年，定格“老益阳”记忆
——八旬老人周建成和他的益阳版《清明上河图》手绘长卷故事

走好新赶考之路·湖南在行动

▲ ▲（上接1版）

作为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研发生产和出口基地，2020年我省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总体规模约 1500

亿元，电力机车市场份额世界第一。

今年发布的“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 50 强”榜单中，三一集团、中联重科、

铁建重工、山河智能等 4 家企业入选。

来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2020 年湖南工程机械营业收入约

占全国总量的 27%，连续 11 年居全国

各省市首位。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脊梁。

2016年，湖南紧跟制造强国战略部署，率

先成立高规格的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

组、由“两院”院士为主要成员的智囊团

队，为制造强省建设装上强劲“双引擎”。

近年来，湖南建立并不断优化升

级 省 领 导 联 系 产 业 集 群（产 业 链）制

度，推进产业发展，抓实产业项目。全

省各地因地制宜建立“链长制”，实行

“一链一策”。针对工程机械、轨道交通

装备、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一批政策

措施先后出台，形成完善的配套体系。

今年 3 月，工信部公布的第一批 15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优胜者名单，长沙工

程机械集群、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集群，在

硬实力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意味着，这两

大产业集群有能力、也有使命，代表我国

参与全球竞争合作，冲击“世界冠军”。

创新发展，“智造”转型，
占据制高点

10 月 28 日，世界最大吨位履带起

重机——三一 SCC98000TM 履带起重

机成功交付客户，应用于国家核电、石

化建设领域。该起重机最大起重力矩

超过 98000 吨米，最大起重量 4500 吨，

两项核心数据均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

同类产品。

这已是三一重工第 3 次刷新“全球

第一吊”的吨位纪录。站上科技发展的前

沿阵地，将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上，是我省先进制造业不懈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我省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工

程，大力支持装备领域创新平台建设，

率先探索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重点新

材料首批次产品认定奖励政策。目前，

我省 1 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领跑，

10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积极跟跑。

我省连续几年每年实施“100 个产

品创新强基项目”。工程机械“卡脖子”

的关键零部件瓶颈逐步缓解，较高等

级的底盘、发动机以及液压泵、阀、缸、

马达研制成功并形成量产，湖南成为

国内最大的液压油缸生产基地。

地铁动车组智能运维平台让列车

跑得更快更“稳”，自主研制的激光清

洗设备可对牵引电机进行无损伤、清

洁环保、高效率和智能化清洗……

株洲田心高科园内，挂牌仅一年

的 国 家 先 进 轨 道 交 通 装 备 创 新 中 心

（简称“国创中心”），已在 10 余项关键

共性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用创新擦

亮轮轨上的国家名片。

创新发展，还体现在制造能力的

提升。我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

动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

三一重工“18 号工厂”打破传统生

产模式，实现混装柔性生产，批量生产

时马力全开，“只订一台”也能满足；中

车株洲电机打造“轨道交通牵引电机数

字化工厂”，每年可降低运营成本约 3.5

亿元；铁建重工围绕地下工程装备，实

现“将产品塞进电脑、将车间搬上电脑、

将隧道建在电脑”的数字化转型……

今年来，超大全液压履带桩架下

线，大直径盾构机参与我国最深海底

隧道建设，首列出口欧洲的双层动车

组启运……频频刷新的行业纪录，标

志着我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航

空动力等产业，正以更强的竞争力抢

占行业制高点。

产业集聚，面向全球，崛起
新高地

今 年 7 月 ，为 期 3 天 的 2021 湖 南

（国际）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成功“圈

粉”：观展人数近 20 万人次，发布新技

术新产品 1100 余项；签约合作项目 46

个，合同金额达 208.6 亿元。

在湖南这片航空工业热土上，产

业集聚加速形成。目前，湖南涉航重点

企业近 500 家，产值超过 600 亿元。株

洲形成中小航空发动机及小微型燃气

轮 机 、通 用 飞 机 、无 人 机 等 整 机 产 业

链，长沙的飞机起落架和机轮刹车系

统、减速传动系统、航空航天材料、北

斗定位导航等产业集聚不断提升。

振翅高“飞”，动力澎湃。我省中小

航空发动机产业集群规模和竞争能力

居全国第一，中小航空发动机、飞机起

降系统和轻型通用飞机等优势产品，

分 别 占 据 国 内 军 、民 、通 用 航 空 市 场

90%、70%、70%的市场份额。

产业竞争的核心在于产业链。近

年来，我省集中 70%以上的制造强省专

项资金支持产业链发展，搭建产业对

接平台，持续补链强链。

大企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

构建上下游创新合作体系；中小企业

聚焦“专精特新”，本地配套和协作水

平稳步提升，我省产业链韧性和竞争

力得以增强。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大中型

主机企业达 43家，周边聚集了一大批设

计、研发、制造、检测以及后市场服务等

中小型配套与服务企业。轨道交通装备

重点整车装备本地配套率超过 70%。

充分发挥聚集效应、技术优势和

制造实力，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建设国

际化品牌，“湖南制造”在国际竞争格

局中赢得一席之地。

从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等亚非拉地

区，到德国、捷克、奥地利等欧美国家，

“株洲造”电力机车行驶在世界各地。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程机械海外出

口快速增长，山河智能挖掘机械在欧

洲地区实现 145%的爆发式增长，成为

率先走进工程机械巨头日本市场的中

国知名挖掘机品牌。

我省出台的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 业 高 地“ 十 四 五 ”发 展 规 划 明 确 提

出，着力把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打

造成为世界级产业集群，把中小航空

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建设成为有世

界影响并进而实现世界级产业集群。

湖南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高地，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航

空动力三大产业集群锚定“世界级”，

以更具实力的姿态，从基地向高地晋

升、高原向高峰攀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孟春绒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为永顺今后发展明确了目标、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10 月 28 日，永

顺县委书记彭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永顺将对标对表湖南省“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实干苦干、争创

标高，奋力谱写新赶考路上永顺高质量

发展的新篇章。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全县上下

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力以赴推进

精准扶贫，稳扎稳打攻克贫困堡垒。”彭军

介绍，截至 2020年底，永顺县 190个贫困

村全部退出，14.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打赢了一场漂亮的脱贫攻坚战。

农业产业是永顺县优势产业。彭军

说，永顺将坚持特色立本、质量取胜，深入

实施农业特色产业“南提质、北扩面”行

动，重点推进油茶、茶叶、烟叶、猕猴桃等

特色产业扩面提质，实现由农业大县向农

业强县迈进，为巩固全面脱贫、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硬核支撑。

彭军说，永顺县将积极融入中部地

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等国家战略，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大文

章；深化区域交流合作，把外面的资金、

技术、人才吸收进来，为永顺高质量发

展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永顺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

森林城市。彭军介绍，永顺将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抓好退耕

还林巩固、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保护、石漠

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重点加快千

里生态走廊、城区绿化景观等建设，坚决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绿色永顺”

名片越擦越亮。

彭军表示,下一步，永顺县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建设现代化新永顺的生动实践中，

着力打造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先导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

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美丽开

放幸福新永顺，以实际成效展现新作

为、彰显新担当、作出新贡献。

奋力谱写新赶考路上
永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访永顺县委书记彭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