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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年猪打糍粑

上堡侗寨：红红火火迎新年
辞旧岁，迎新年，团团圆圆庆丰年。
2018 年的春节马上到来，绥宁县寨市苗族
侗族乡上堡侗寨的老乡都在忙碌着杀年
猪、打糍粑、购置年货、打扫卫生迎新年。2
月 3 日，笔者来到上堡侗寨走访体验农村
新气象，寻找“年味”，跟村户一起打糍粑、
杀年猪，
体验农村舌尖上的年味。
临近年关，
上堡侗寨到处弥散着年的味
道。
2 月 3 日，
侗寨新开的一家民宿
“上堡故
事”
非常热闹。
这天，
店家准备手工打糍粑。
打糍粑，原本是绥宁县苗乡侗寨农村
喜迎新春的一个传统习俗，但随着农村经
济的发展和习俗的变化，如今在当地打糍
粑迎新春的习俗已渐渐淡化，即使有也是
用机器打，
很少用手工打了。
店家表示，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东西
也多，打糍粑费力气又麻烦，很少有人做
了，但这是一种传统民俗，想让游客们多
体验体验。
上堡侗寨二组的贫困户杨启松今年 伸向那一大团白白糯糯的糯米泥。
杀猪过年在农村是一个传统的习俗，
51 岁，至今还是个单身汉。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上堡故事开张以来，杨启松就一直在 “杀年猪”这个词说起来很祥和，很幸福，
这里打工，上堡故事也成了他的家，并且 是一家一户忙碌的日子，更是一种过年的
每个月还有了固定的收入。这天，他也帮 标签。2 月 3 日这一天，上堡侗寨就有四五
家农户杀年猪。
助店家杀年猪，
打糍粑，
迎新年。
店家说，手工打糍粑这不在乎打多
“俗话说，有钱没钱，杀猪过年。过年
少，吃多少，而是打糍粑才有过新年的氛 要是不杀猪的话，感觉就没得搞头。所以
围。女人负责蒸糯米、拧糍粑，男人负责使 无论猪儿大小，我们还是年年都要杀一头
力气。两个男人各抡一根两头粗中段细的 来过年的，这样娃儿回来也才有吃的。”今
木舂，轮流向木臼里的糯米饭舂下去。糯 年已 70 开外的上堡侗寨二组村民蒋思荣
米泥刚刚舂好，还没来得及从木臼里弄出 开心地说道，今年杀的年猪最大，大约有
来，大伙就一拥而上，争着把“五爪金龙” 180 公斤。当天一大早，蒋老伯就负责把家

中的两口大锅烧满了水，水一开就请亲戚
过来捉猪、杀猪、清洗猪内脏等等。一般情
况下，杀年猪，村里左邻右舍的人都会来
帮忙，忙完后，主人就会招呼亲友一起热
热闹闹吃“庖汤”
聚餐。
笔者体验着杀年猪的快乐，看着眼前
的热闹情景，
想着村民们团年的幸福，
也感
受到农村如今的新气象。在惠农富农的政
策下，
如今上堡侗寨村民的收入稳步提升，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产业转型升级给农民
的生产带来新的契机，让农民走出传统的
发展模式，
农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过年越
来越
“有味儿”
。
（黄生勇 孙芳华）

春节，去找寻心中的一片花海
会对这样的动手体验格外感兴趣。
处，
也是春赏郁金香、秋赏红叶的好地方。
推荐地：罗平
郁金香气质高贵，有“花中皇后”的美
花种/赏花期限：
油菜花 2月至3月上旬 誉，很适合春节观赏。訾洲公园内的郁金
赏花看点：
香有 50 多个品质，有些极为珍稀，包括
由于独特的气候，罗平是国内最早绽 “夜皇后”、
“罗纳尔多”和“黑英雄”3 种黑
放油菜花海的地方之一。每年早春 2 至 3 色郁金香以及会变色的“莫林”。
月间，罗平坝子的十万亩油菜花连片开
訾洲公园每年春节前后会举办大型
放，绵延数十里，气势恢宏，而观赏的最佳 郁金香展览，期间，公园内十几万株郁金
角度就是空中俯瞰。
花同时开放，搭配着荷兰景观风情——风
县城东北约 10 公里处的金鸡峰是俯 车、木鞋、奶牛、米菲兔、花车……营造出
瞰花海的最佳所在——连片的平地之上， 一个充满欧洲田园风情的童话世界。
一座座孤峰挺立，对面的山上建有一个观
推荐地：腾冲
景台，是摄影爱好者最爱的蹲点地。建议
花种/赏花期限：
茶花 10月—次年4月
在日出之时或日落时分前往，明暗适中的
赏花看点：
光线更能为构图增添意境。此外，清晨笼
云南山茶奇甲天下，以腾冲的茶花最
罩在薄雾中的花海也别有陶渊明笔下“世 为惊艳。很多人知道腾冲有温泉、有热带
外桃源”的感觉。金鸡峰油菜花海的最佳 森林，
却不知这里也是云南山茶的故乡。
观赏摄影地点在国道 324 北侧的金鸡大
腾冲的山茶花树体高壮，荫浓叶翠，
黑山山顶，穿过观景台后仍需再向上爬一 花朵硕大、明艳，花期极长。由于气候特
段，
才能到达俯拍的最佳点。
殊，云南山茶的重要原生种群得以在此完
罗平油菜花节的主会场所在地是十 好保存。春节期间，满树姹紫嫣红，格外富
万大山，这一带的花田平展宽阔，最适合 有节日的喜庆。
游客深入花田当中，拍摄自己的写真集。
来凤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有一个栽培
有兴趣还可以体验花海马拉松、花海自行 了 100 多个珍贵品种的山茶基地。仅在基
车等活动。
地的母树林花园内，就种植了 3000 株形
推荐地：桂林
态、花色各异的茶花树，从冬天一直盛放
花种/赏花期限：郁金香 1 月—3 月
至春天。漫山遍野的山茶花铺陈在大片的
赏花看点：
森森古木之中，别有意境。据说茶花散发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作为桂林八景 的气味和芳香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具有保
之一的“訾洲烟雨”有着独特的风景，除了 健作用，
所以不妨尽情痛快地深呼吸。
是欣赏烟雨迷蒙中的漓江浮岛的绝佳去
（刘星彤 马洁明）

溆浦县的花瑶，
是一个勤劳智慧和民俗文化浓
厚的民族。
他们创造了壮美的梯田，
创造了美丽的挑
花，
也创造了独特的民俗风情。
怀着感恩心情的陈黎
明，
已经着手溆浦花瑶景区的开发，
对梯田的开发的
规划、
道路建设、
接待等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花瑶人
文景观的开发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春节前夕，
我们
来到溆浦县葛竹坪镇山背村沈家湾瑶寨瑶王杨庭洪
家里，
对他们的过年习俗即除夕习俗进行采风。
瑶民杨庭洪正在忙年，
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高
兴，
热情地接待我们。
晚上，
我们与其畅怀座谈，
讲花
瑶梯田开拓与起源，
侃花瑶的历史人文与民俗风情。
聊得最多的是过年。
他们过年（团年）要过 3
次，不是过三十，而是提前一天在二十九的晚上
过，
再就是三十的早上和初一的晚上。
而且他们过
年要提防生人。故在二十九煮饭时，就禁闭了大
门，
也不准自家人出外，
吃饭也是闩着门吃，
也不
准小孩打闹，
禁忌外人看到。
因此，
在外界看来，
花
瑶的过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了解到花瑶的这一风俗后，
我们与杨庭洪说
明，
主要是为了配合花瑶景区的建设而开发人文
旅游资源，
只了解情况和拍照，
不参入他们吃团年
饭，
也不影响他们什么活动。
而杨庭洪则说，
他是
一个比较开放的人，
其思想观念、
开放意识、
致富
方法都比左邻右舍略高一筹，
在村里算是
“先富起来的人”
。
因此，
他也就不失时机地抓住了陈黎明开发花瑶的商机，
办起了农家乐，
还得到了开发奖励。
他让3个儿女多读了几年
书，
在外打工不仅挣得了钱，
而且也找到了外地媳妇或女婿。
春节前，
儿子、
媳妇，
女儿、
女婿以及孙辈都回来了。
花瑶人很重视过年，
把过年看得比什么都重。“二十一
打主意，
二十二买蛋去，
二十三送灶王，
二十四过小年，
二十五
磨豆腐，
二十六杀年猪，
二十七杀阉鸡，
二十八杀水鸭，
二十九
夜晚团圆酒。
” 这是一首描述花瑶人过年的民谣。
其实，
早在
腊月二十前的上半年就已开始
“打主意”
了，
即使是春播一粒
种，
也是为了能过个好年；
夏天采摘的黄花，
秋天收获的瓜子，
都要留着过年才享受。
不过，
真正有过年气氛的，
当然是腊月二十一以后。
那时
节，
平时看不见几个人影的瑶山石板路上，
就会充满欢声笑
语。
等鸡唱头遍后，
出山赶场选购年货的山民们便高举着杉树
皮扎成火把，
火龙般行进在赶场的路上。
天将黄昏，
家中的人还得沿途去接。
赶墟的人一天往返百
来里也不知疲倦。
留在家中的人便忙着磨豆腐，
炸糖果，
或清
扫房前屋后，
在门口贴上
“清扫寒门迎宾客，
满斟热酒贺新朋”
之类的春联，
等待二十九夜晚的来临。
时过境迁，
时代不同了。
现在生活好了，
交通发达了，
瑶乡
有了摩托、
汽车，
山坡上建起了美丽的小洋楼。
昔日的情景已
经成了一种遥远的记忆——乡愁。
在花瑶，
除夕前一天是花瑶人最隆重的节日，
这天晚上的
餐桌上摆满了一年的收获，
如野猪、
山鸡、
黄蛤蟆、
螃蟹、
泥鳅
等做的美味佳肴，
还有油豆腐、
香菇鸡等瑶家风味的食品。
最后一道菜是门前小溪里的鲢拐鱼。
过去，
有些人家里太
穷，
做不出三五道菜，
但也要千方百计地做一道叫
“鱼”
的菜，
意为年年有余。
花瑶的酒为红薯酒或米酒，
都是自己酿制的。
饭菜上桌
后，
隆重地请长辈坐在上席，
上香焚纸祭奠了先祖后，
敬祭了
天地国亲师和列祖列宗后，
点燃了鞭炮，
便开怀享用辛苦一年
后的甘甜。
忆苦思甜，
席间免不了回顾一年来的种种酸甜苦辣
和记挂着远嫁他乡和出门在外工作的亲人。
晚餐过后，
全家人就围坐火堂守岁，
火炉里燃烧着火红的
专门供除夕夜晚烧的枫木树，
预示来年红红火火，
人发财旺。
也许是同行中的几名女士能说会道，
我们很快就与杨庭
洪的家人，
如 85 岁的奶奶、还有 3 个活泼可爱的小孩打得火
热。
杨庭洪的妻子、
女儿还给她们穿上了艳丽的花瑶服装。
我们与他们一起挂红灯笼、
贴春联、
杀鸡宰羊。
看着他们
拍全家福那欢喜的表情、
敬祖宗那虔诚的样子，
在吃年夜饭那
融融的氛围里，
我们一伙人也被陶醉了。

吃年饭

春节长假，除了冰火两重天的冰雪游
和海岛游，就数纯粹赏景的休闲游最吸
引。花海是视觉的盛宴，尤其是生长在大
自然中的整片花海，漫无边际、恣意生长，
充满了令人欢欣的野性之美。这个春节，
可以和家人一起前往心中的那一片花海，
感受绽放的喜悦——
推荐地：
普者黑
花 种/赏 花 期 限 ：油 菜 花 、玫 瑰 花
2 月—3 月
赏花看点：
普者黑这一地处滇南的人间仙境，一
年四时花常开，在早春二三月，这里就有
大片的油菜花和玫瑰花盛开。
春节到普者黑赏花，可以遵循从小圈
到大圈的顺序——第一天先在小圈的核
心景区欣赏连片的油菜花海，次日游玩大
圈，到玫瑰园欣赏“食用级”玫瑰。还记得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中“姑姑”的青丘
狐狸洞吗？在这里有一个菜花箐，每年春
节期间，油菜花竞相开放，连片的金黄在
一片青山绿水间绽放，
仿如仙境。
外圈的玫瑰园位于省道 S206 路旁，
离普者黑景观大道中部的西荒湿地仅一
二百米的距离。有别于内圈的金黄花海，
这是一片蓝天下的红色海洋——6000 亩
的庄园清一色种植着红色的玫瑰，特别适
合年轻的情侣。除了爱情主题的绝色盛
宴，这里同时也是一个亲子乐园，因为所
种植的玫瑰是食用级的，游客可以放心采
摘，将其制作成美味的玫瑰花饼，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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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公安系统 2018 年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公告
因工作需要，邵阳市公安系
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
人员 310 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
招聘流程
（一）报名时间和方式
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
具体的
招聘职位 、人 数 、资 格 条 件 等 详
见《邵阳市公安系统 2018 年警务
辅助人员招聘职位表》。报名时
间 ：2018 年 2 月 10 日 9:00 至 2 月
21 日 17:00。报考人员请登录“邵
阳市公安系统警务辅助人员报名

服务平台”
（http://ks.skight.com/
District/0501/GuestExams.do）
报名。
（二）考试和聘用
报考人员通过笔试、资格审
查、心理测试、面试、体检、考察
后，合格者予以聘用，合同签订采
取劳务派遣方式，被聘用者与劳
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派
遣至全市公安系统工作，试用期
为 1 个月。
二、
保障与待遇
聘用人员工资待遇按《邵阳

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工资福利
待遇标准的意见》
（试行）办理。
三、详情请登录在邵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
rsj.shaoyang.gov.cn/Default.html）
和邵阳市公安局官网（http://gaj.
shaoyang.gov.cn）查看。
联系电话：0739-5026030（邵
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39-8932313（邵阳市公安局）
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邵阳市公安局
2018 年 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