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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上午，省福彩中心
的兑奖室里热闹不已，十几名彩
民挤满了兑奖室，省中心工作人
员询问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双色
球第2017149期长沙一等奖的
得主。

这次来兑奖的一共17人，
他们都是长沙芙蓉区火炬村王
家湖路77号43019152站点的常
客。该站业主曾庆狮两口子一起
经营着投注站，每期都会组织大
家进行双色球合买，当期老板娘
看好了三组复式号码， 每股42
元，一共18股，发到了自己彩站
的彩民微信群里，其中的17股马
上就有人进行了认购。平时组织
合买的时候， 若只有几份凑不
齐，站点业主会自己认购剩下的
份额，可是在距离当期双色球销

售截止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候，
又有彩民要求认购最后一份，所
以业主让出了自己的那一份。兑
奖时大家都纷纷对该站业主赞
不绝口，曾庆狮表示，看到自己
站点出了双色球大奖比什么都
开心。

开奖的当天晚上，曾庆狮就
告诉了这17位彩民中奖消息，由
于时间比较晚了，好多彩民都以
为是恶作剧，直到确认这消息是
真实的， 那一晚大家都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17人都约好一起
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取大奖，更有
年纪稍大的彩民，家人担心其受
骗，一家老小齐上阵陪同来到省
福彩中心，所以兑奖室迎来了史
上最多的兑奖者。

合买团队中，大部分都是跟

着站点业主进行合买很长时间
了，对于这次中奖大家都觉着很
兴奋。 此次中奖的是一张10+1
的红球复式票， 所以除了获得1
注一等奖之外，他们还收获了24
注三等奖，90注四等奖，80注五
等奖，15注六等奖， 加上当期的
派奖奖金425531元， 奖金共计
5547637元。 ■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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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火做饭的树根、废弃不用
的朽木，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东
西，却能卖出好价钱，少则几百
元，多则上万元。

在宁乡市沩山乡沩山社区
的村民眼里，黄桂冬就有这样一
双巧手，可以变废为宝，化朽木
为神奇。

近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
了黄桂冬家。摆放在客厅一侧的
大茶几造型独特，靠墙的架子上
摆放着枝干遒劲的迎客松、 展翅
高飞的雄鹰和各种人物雕像……
每一个都活灵活现，引人注目。

这些原本历经岁月、千姿百
态的树根，在黄桂冬的巧手下被
赋予生命，成为一件件精美的根
雕艺术品。“这些都是我闲暇时
雕刻的， 家里摆放了十来件，还
有些放在其他地方。” 看着自己
的作品，黄桂冬骄傲地说。

祖辈熏陶，从小痴爱根雕

今年55岁的黄桂冬，是地地
道道的沩山乡人，如今从事根雕
创作已经有30年了。在这几十年
中，经过黄桂冬精心雕琢的树根
数不胜数， 别人弃之如敝屣，他
却把它们变成了一件件千姿百
态、趣味盎然的艺术品。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做出如
此精美艺术品的黄桂冬，竟是自
学成才。

受身为木匠的爷爷的熏陶，
黄桂冬从小就对根雕有着浓厚
的兴趣。1985年，23岁的黄桂冬
从部队退伍返乡后，开始学习木
工，苦钻根雕创作。没有师傅教，
他就四处借书、买书，潜心钻研，
一有空就跑到当地周边的大山
中，自己捡来枯树根练手。

“为了找到合适的雕刻素
材，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去
‘寻宝’。”黄桂冬说，他每次都是

吃过早饭，带上水壶上山，一找
就是一整天。“合格的树根很难
找，好的树根一般都长在悬崖峭
壁上，只有经过了北风洗礼的树
根，才会呈现出沧桑感和不寻常
的形状”。

黄桂冬介绍说， 根雕创作，
树根是关键，“一个好的根雕作
品的成型，后期加工只占到百分
之十到十五，大部分都取决于树
根的形状。” 为了找到合适的树
根，黄桂冬可谓吃尽了苦头。“有
次在悬崖边发现了一个好树根，
踩着悬崖边角去挖的时候差点
连人带树根滚下了山崖。幸亏我
手松得快，不然命早就没了。”

树根到他手里又“活”了

历经千辛万苦找回树根后，
黄桂冬一般都舍不得立即动手。
他呆呆地坐在树根前研究、构
思，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直到
几天后， 他觉得胸有成竹了，才
开始下刀雕刻。“水也不记得喝，
饭也不记得吃，经常雕刻到晚上
12点。”黄桂冬说。

至今，黄桂冬仍然记得他的
第一个作品卖出了800元的价
格。“有人买，就是对我最大的肯
定，虽然价格不高，但我心里特
别高兴。”黄桂冬介绍，不管大作
品、小作品，他都会严格按照一
套工序来进行制作： 选材审定、
去皮清洗、构思定型、打坯塑形、
精雕打磨、蒸煮消毒、着色上漆
等。“雕刻一件根雕作品，需要用
到16把打坯刀，32把修刀，8件
电动工具。时间短则10天，长则1
个多月。尽管雕刻一天下来腰酸
背痛，但只要看到一个个树根在
我手里‘活’起来，再累我也高
兴。”黄桂冬笑着说道。

■记者王智芳
通讯员 夏倩雅 刘畅

30年练就巧手，他将“朽木”变神奇
自学根雕手艺，宁乡男子把树根打造成“艺术品”

长沙17人合买团队齐领双色球大奖

部分合买团成员领奖现场合影留念。

本报12月24日讯 近日，
湖南常德市本级和各区县市同
步召开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责任
人约谈会。全市896家重点单位、
97家高危单位、8家尚未销案的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消防安全负
责人在各会场参加约谈。

根据元旦、春节“两节”临近

的特点， 常德市消防支队在约谈
会上明确指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
相关要求。通过集中约谈，找准了
各自单位在消防安全管理中存在
的“病根”，开出了“良方”， 阻断
了元旦、春节“两节”消防事故的
“导火索”。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王颂扬

防火灾隐患，常德消防约谈千家单位

本报12月24日讯 12月22
日，湖南省新化县公安局民警陈
建湘持枪杀人， 造成2人死亡后
潜逃。案发后，在公安部指挥下，
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迅速启动

重大案件侦办机制，成立专案指
挥部， 全力追捕。 24日17时许，
犯罪嫌疑人陈建湘在新化县科
头乡三板桥附近被抓获归案，所
携枪弹全部缴获。 ■记者张浩

新化涉枪案件犯罪嫌疑人陈建湘落网

不知不觉，黄桂冬已经在根
雕这条道路上坚定地前行了30
年。55岁的他依旧对根雕情有独
钟，每月坚持创作作品三到五件，
初心不改，寄情艺术。

“根雕这门手艺不仅是我的
谋生手段，还成为了我日常的生
活乐趣。”黄桂冬说，自从学做根
雕后，他每天都过得很充实，特别
是看着自己亲手刻出的一件件根

雕作品， 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满足
感， 他的生活也因为这些根雕而
变得丰富多彩。

尤其是近年来，沩山的旅游
业发展了起来， 吸引了不少外地
游客。 这些游客看到黄桂冬制作
的根雕， 都非常喜欢。“这些作品
里最受欢迎的是根雕茶几， 我最
得意的一件作品卖了3万多元
呢。”黄桂冬骄傲地说。

学艺30年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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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
是智库发展黄金期

本报12月24日讯 昨
日， 长沙和文化研究会10
周年庆暨2017年年会在长
沙举行， 省委党校哲学教授
欧阳旭曦，传统文化学者、民
盟省委办公室主任傅小松，
著名作家吴茂盛等专家畅所
欲言。

他们认为， 未来十年将
是我国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
时期， 也是社会团体和智库
发展的黄金时期。 湖湘文化
的特点是经世致用， 新型智
库应整合教育、医疗、法律、
经济等各方面的专家智慧，
服务好国家和区域发展需
求。 ■记者 和婷婷

黄桂冬和他的根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