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岁男孩独自
从幼儿园跑出搭公交
热心师傅助其回家

本报9月10日讯 今天下午，
长沙11路公交车到终点站后，公
交师傅肖红旗发现还有一个4岁
男童独自留在车上。 肖师傅立即
把他带回调度室。

下午5点40分左右， 肖红旗
驾驶的11路公交车在江湾路口
站停车，像往常一样进行上下客，
一名4岁男童跟在一老人身后上
车。到沿河路公交首末站后，问他
父母在哪里却说不清楚， 肖师傅
只能把小男孩带在身边。

下午7点左右， 到达赤岗冲，
肖师傅牵着小男孩下了公交车，
并给小男孩买来了包子， 让小男
孩先吃上晚饭。

正当大家着急准备报警时，
调度室接到了小孩的幼儿园老师
打来的电话， 说小孩是幼儿园中
班的学生，父母没接到孩子，才发
现孩子可能走丢。

经过身份确认及小孩的识
别， 幼儿园老师领走了小孩。“这
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让我们很感
动，也觉得很有安全感，真心为你
们点赞！谢谢肖师傅！”老师发自
内心地说。

■见习记者 石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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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旭（父亲：倪赛球，母亲：
文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840706，声明作废。

◆罗江政（父亲：罗誉凯，母亲：江
陈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421744，声明作废。
◆陈怿芯（父亲：陈志，母亲：易
念）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558036，声明作废。
◆陈文轩（父亲：陈燕杰，母亲：李
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52949，声明作废。

◆陈玉润（父亲：陈凯强，母亲：周
燕萍）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653054，声明作废。

◆周晨观（父亲：陈财，母亲：周娟
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422354，声明作废。

◆姜李骁（父亲:姜岩波，母亲:杨
荷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61405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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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便民信息
◆陈澔柠(父亲:陈伟，母亲:滕水
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969014，声明作废。
◆周乐佳（父亲：周桂湘，母亲：周
秀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M430415080，声明作废。

◆谢道承（父亲：谢华辉，母亲：梁
庆师）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202934，声明作废。

◆郭倩遗失湖南科技学院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报到证，证
号 201710551200352，声明作废。
◆罗翔浩（父亲:罗夕标，母亲:
邓小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为M430992696），声明作废。

◆肖子玉（父亲:肖昭，母亲：扈春
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864239，声明作废。

◆许凌茜（父亲：许校衔，母亲：凌
亚）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84829，声明作废。

本报9月10日讯 善良的
人有多善良？76岁的老人，在
衡阳火车站捡到一个孩子的
X光片。担心孩子治疗受到影
响， 他在火车站等了7个多小
时，无奈没有等到失主。老人
根据背包里省儿童医院的住
院资料以及一张床头卡，从衡
阳坐火车赶到医院。

“您帮我看样东西，是你
们这里的吗？”9月10日，湖
南省儿童医院骨科来了一位
老人， 他双手抱着一个黑色
背包。

该院骨科护士董林第一
个看到老人，老人拿出背包里
的一张卡片。这张卡片正是科
室的床头卡，上面还写着骨科
医生、护士的名字。

经过询问，原来这位老人

姓蒋，今年76岁，家住衡阳县。
老人在火车上捡到一个包，包
里面有这张纸、还有几张X光
片，片子上面有湖南省儿童医
院的名字。因为迟迟找不到失
主， 又担心会影响孩子看病，
76岁的蒋爷爷不顾疲劳，自己
坐车从衡阳赶到长沙。

“肯定是来你们这里看病
的人丢的，我就送过来。”说完
满心欢喜，老人心中悬着的一
块大石头终于放下来了，立刻
把拾到的所有物品都交给护
士以转交患儿家属。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经过
骨科科室相关资料查询，最终
找到背包失主系永州市蓝山
县廖某，通过电话与其取得联
系后全部归还。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谢永红 易银芝

地处湘鄂赣边界， 平江县
长寿镇带着方寸大小、 铜钱厚
薄、乌黑油亮的酱干走出小镇。

一粒粒黄豆经石墨出浆，豆
腐汁入榨箱襟布压制成二分厚
薄，切成一寸见方的豆腐片。做酱
干更像完成一场接力赛，点卤、压
榨、分割近20道工序，每批次酱干
的生产都至少耗费8小时。

源起1857年的酱干制作工
艺，经160年的演变，如今在平
江境内遍地开花， 各地在口味
上也各有特色。 作为长寿镇的
产业名片， 长寿酱干盘活了县
域经济，2017年创造了3.6亿元
的豆制品深加工产业总产值。

生产：
一颗小黄豆
经过数十道工序成为酱干

据《平江县志》载：清朝咸
丰7年（1857年），长寿街百岁老
人何维丰， 将剩菜汤里捞出的
盐皮干进行改良。 他把豆腐皮
用卤汁卤好，再用炭火烘干，随
后将这种新产品起名为“多珍
五香酱干”。就这样，长寿酱干
翻开了历史第一页。

彭军做酱干已20年有余，
叔叔彭发根是何维丰家族的后
代，做酱干的手艺沿袭先人。彭
军介绍，从黄豆到酱干，要经过
分浆、卤制、烘烤、回卤等20多
道工序，按照工厂每天400公斤
黄豆的订单量， 每天得从凌晨
做到午后。

“现在做酱干都是半机械
化， 工厂卤水的味道决定市场
销量。”彭军介绍，在长寿镇，几
乎每家每户都知道一点儿做酱
干的手艺，而他工厂的“老卤”，
是老师傅传承手艺与数十年制
作经验的结果。

学手艺时，酱干师傅常挂在
嘴边的，是“一斤黄豆十斤水”这
个不变的配比。除了使用地道的
高山黄豆、原本记忆酱干厂使用
的连云山石泉水， 经过三卤三
烘，才能变成餐桌上的酱干。

“豆腐挤压成干子后，将干
子放入土鸡熬制成的卤汁中浸
泡。土鸡要熬煮到什么程度？就
是骨头丢在地上狗都不吃，因
为食材已经没有一点味道了。”
原本记忆酱干厂负责人缪宏介
绍，采用真正意义上的土猪、土
鸡，虽然在每斤酱干上增加了3
元成本， 但只有走高端酱干路
线，才能真正凸显酱干的口味。

销售：
全国50%的超市
都有长寿酱干

2012年，“平江酱干” 获评
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尽管
如此， 酱干在休闲食品领域内
知名度和产值远不及面筋、鱼
仔等产品。

为了将传统酱干打造成品
牌， 原本记忆酱干在厂房前搭
建展厅， 在展厅内摆放小型石
磨机、摇机布等简易制作工具，
让游客通过体验型活动了解产
品制作过程。此外，该厂还与省
内多个电商平台合作， 通过使
用顺丰直运原味酱干及拌料，
最大程度保留产品口感。

彭军介绍，如今，从长寿镇
学成而归的手艺人纷纷外出经
商，做起了酱干生产个体户。如
此一来， 酱干厂也会根据当地
消费者的口味， 在生产工艺和
口味上进行试探性改良， 如平
江县加义镇的干子更入味、安
定镇的干子会裹上香油。

目前， 湖南湖北为酱干的
主要消费市场。便捷的物流服务
让酱干食品外销成为可能，现
在，全国50%以上的超市都上架
酱干产品。

经济：
2017年总产值3.6亿元
形成产业集群

近年来， 长寿镇依托长寿
五香酱干品牌为特色， 形成原
材料供应、 交通运输、 包装印
刷、电子商务等产业集群。目前
该镇酱干经营企业共113家，大
型加工户27家， 作坊式企业86
家。其中，14家经营企业年产值
超1000万。

来自长寿镇的数据显示，
2017年豆制品深加工产业总产
值达3.6亿元，纳税总额为1700
万元， 产业总值占全镇年产
GDP的35%， 从事酱干产业生
产及销售人员年均收入达
36000元以上。

长寿镇党委政府相关人士
介绍，未来，长寿镇将严格按
照产业集群、产文聚焦、产镇
融合的创新理念，打造有机农
产品示范区、长寿酱干传统工
艺加工示范区、观光休闲旅游
示范区、长寿酱干特色小镇“三
区一镇”产业链。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马卓

依托酱干品牌，形成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包装印刷、电子商务等产业集群，产值达3.6亿

平江长寿镇：二分厚酱干卤“金果”

8月9日，平江一企业正在卤制酱干。 记者 黄亚苹 摄

火车上捡到孩子的X光片，他从衡阳赶到长沙
凭借医院床头卡，七旬老人跨城寻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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