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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乡是位于浏阳最东
边的客家乡镇，多年前，远道
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了留存
历史，让后人追根溯源，十分
注重修辑族谱，这也成为木活
字印刷技艺传承至今的主要
原因。这些通过活字印刷来编
辑族谱的人也被称为“谱师”。

在小河乡的一个小山岗
上，有一座老农舍，堂房门楣
上悬挂着门匾，上书“益兴堂
木活字印刷坊”九个大字，这
便是潘根业的活字制作坊，
也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品牌。
潘根业便是谱师之家“益兴
堂”的第五代传承人。

约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因为业务量的不足不能
天天开工。记者的到来，潘根
业推开许久不开的大门，在

这个老式土坯房工坊里，字
盘器具一字摆开， 老宅瞬间
变成一个古意的活字印刷
坊，木料房、字坯制作间、刻
字桌、印刷台、分册室、装订
桌， 堂屋里的架子上摆满了
字盘，一切井井有条。

“我的手艺是从父亲那
里学来的， 而父亲的手艺又
是从江西一个老匠人手上学
来的。”潘根业说，现在这个
行当名分很好， 却很少人问
津，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自己
的三个儿子入了这个行，成了
第六代传人。现在，字坯制作、
字模雕刻、捡字排版、印刷校
对、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
装订、盖印编号等八大工序他
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活字印刷
也算是后继有人。

本报5月10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获悉， 该局曝光了一批住建领
域失信行为。 湖南新达美梅溪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麓
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凯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企业被曝光。记者了解到，被曝
光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
被记入信用“黑名单”。

其中， 湖南新达美梅溪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开发建设
的达美梅溪湾项目营销中心现
场房源及相关信息公示不到
位，对执法监管配合不力，被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长沙麓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因营销中心现场未公示五

证、房源、建筑节能指标、分栋公示
牌、法规性文件等信息而上黑榜。

长沙凯拓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因拒不执行相关建设主管
部门及其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监督机构发出的整改或停止施
工通知被查处。

长沙市择家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钰龙分公司因发布的二
手房房源信息与实际情况不
符，涉嫌虚假宣传被曝光。

湖南中欣建筑机械有限公
司因在君悦新天地1#-3#栋建
设项目的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及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项整治
中， 未按设备使用说明书要求
设置附着装置被下达不良行为
告知书。 ■记者 卜岚

本报 5月10日讯 今日上午 ，
2019湘阴第四届乡村旅游节开幕式
暨樟树港辣椒节在樟树镇辣椒产业基
地开幕，来自全省的客商、美食品鉴专
家、 旅行社负责人和游客共赴了一场
山水乡村田园的“辣椒之旅”。

“湘阴， 既是一座可以惬意深呼
吸、悠闲慢生活的美丽小城，也是一方
宜居宜业、 开放开发的价值高地。”开
幕式上，湘阴县委书记余良勇、副县长
文春华向全国朋友发出邀请。

2013年，“樟树港辣椒”获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同年入选国家名特
优新农产品目录。“今年我们镇辣椒总
种植面积达7500亩，预计可实现产量
8000吨，产值可达1.5亿元。”樟树镇党
委书记李山介绍。

据了解， 本次节会期间还将举办
院士辣椒科研工作站授牌，旅游产品、
景区景点及精品线路展示， 阳雀湖辣
椒产业项目合作签约仪式等系列活
动，展现湘阴乡村旅游的优势资源，让
湘阴乡村旅游“热”起来。

■记者 丁鹏志

5月9日上午，中信保诚人寿湖南
分公司前往长沙市天心区黄鹤小学开
展爱心助学捐赠活动， 向黄鹤小学捐
赠了八万元助学基金， 用于校舍修缮
和购买图书及多媒体教学用具。 迄今
为止， 中信保诚人寿已为公益事业累
计捐款近2000万元，为贫困地区孩子
筹得优秀图书21万余册。

中信保诚人寿湖南分公司还为活
动现场的学生家长们赠送了寰宇卡。
寰宇卡包含SOS全球紧急救助服务，
医疗救援服务国内救援费用700万人
民币或中国境外救援费用100万美
金。 ■通讯员 王曼莉

坚守活字印刷术 用心雕刻时光印记
手艺父子相传，有了第六代传人 20多人的谱师队伍累计制谱达2万多本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罗明 施宏

网络信息数字化的今
天，人们都习惯了在移动端
阅读，可是纸质的出版物依
然存在。甚至，活字印刷这
一古老的技术， 依然在被

“守护”着。
在长沙市浏阳市小河乡大山里，潘根业一家还在坚守

着这门老手艺。5月9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进小河乡，了解
活字印刷术传承人潘师傅与木活字排版印刷术的故事。

“益兴堂”谱师队伍最多
时达到20多人， 累计为湘赣
周边26个姓氏印制族谱达
20000多本。如今，随着电脑
和胶版印刷逐渐兴起， 活字
印刷修谱渐渐退出人们的生
活。但只要有空闲，潘根业他
们还是会时不时温习下祖传
的老手艺。

“族谱一般三五十年一
修。平时，我们谱师班的人们
四散谋生。 但我和老吴他们

心里始终不甘活字印刷在自
己手里失传。” 在潘根业等人
的设想中， 他们未来还将在
小河乡建立一个展示木活字
印刷的专门场所， 把这项古
老的技艺传承下去。 使其与
乡村旅游结合， 将其打造成
小河乡的一张靓丽名片，真
正地把技艺传承下去。 在这
信息汹涌的时代中， 希望更
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 致敬
传统与匠心。

从刻字模、摆字盘到印刷
装订， 制作家谱的每一道工
序，潘根业都烂熟于心，一本
族谱需经过锯木、运笔、雕刻、
捡字、排版、研墨、推刷等大大
小小十几道工序，需长达数月
才能完成。作为传承人，潘根
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他的近
8万个梨木字模和这门古老
的技艺。他告诉记者，与现代
印刷品的工业气息不同，经木
活字印刷术制出的族谱字形
清隽，版式古朴，翻开后，纸墨
清香扑鼻而来。由于木活字印
刷术尤其适合族谱和古籍印
刷，潘根业的很多客户都是在
口口相传中慕名而来。

“印家谱的人家都是看木
活字印出来的经久耐用，字迹
清晰。”潘根业说，因此附近每
个姓氏的老人、有文化的人看

了这个家谱以后，都想用这种
老手艺印家谱。

利用木活字印刷印制族
谱是门耗时费力的手艺活，
通常需要五位谱师团队协
作。自“益兴堂”创立以来，他
们至少排过2万个版，存下了
八万个字模。而“益兴堂”还
有一项祖传的绝活，“益兴
堂” 的字模师傅吴汉涌告诉
记者，制作字模时，不需要提
前在字胚上打墨稿， 而是直
接按刀法雕刻， 这种技法被
称作反字直刻。

吴汉涌介绍， 字模雕刻
是个细致活， 必须要有书法
基础，要熟悉反字的结构，我
们这个是不打墨稿的， 直接
刻的， 所以反字的结构不熟
悉的话就不行， 作业时下刀
下错了那就没得改了。

老宅变身活字印刷坊

近8万个梨木字模文墨飘香

累计制族谱达2万多本

全球排名第三的约翰迪尔进场布展
23家全球工程机械主机企业 14家世界500强配套件企业参展

长沙市住建局曝光一批失信行为
湖南新达美梅溪等企业被曝光

湘阴第四届乡村旅游节
暨樟树港辣椒节开幕

中信保诚人寿湖南分公司
爱心助学黄鹤小学

本报5月10日讯 2019中
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召开在即，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再次迎来一位“国际朋友”。5月
10日， 全球工程机械排名第三
位的企业约翰迪尔开始布展，
旗下6台挖机陆续开进长沙国
际会展中心。

约翰迪尔创立于1837年，
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斯州莫林
市， 系全球领先的农用机械、草
坪机械设备和工程机械制造商，
并且与湖南早有渊源。2018年9
月，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率湖南
代表团赴美访问了世界工程机
械巨头约翰迪尔，并诚挚邀请约
翰迪尔参加2019中国（长沙）国
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时隔半年，
2019年3月20日，约翰迪尔与展
会组委会正式签约， 约翰迪尔

将携最新产品、明星产品参展，
参展面积达540平方米。

“此次约翰迪尔展出的都
是大型土方机械， 他们的挖机
在性能稳定上有其独特的优
势。” 展会执行单位招商负责
人张飚介绍， 此次约翰迪尔将
其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拿来
展出， 可与国内相关展商相互
学习探讨。

据了解，2019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已签约参展企业
1150家，其中包括卡特彼勒、约
翰迪尔、日立建机、凯斯、现代
重工、三一集团、中联重科、柳
工、龙工、山推、山河智能、铁建
重工等23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
主机企业，潍柴动力、易格斯等
14家世界500强配套件企业。

■记者 潘显璇

字模师傅吴汉涌正在雕刻字模。 记者 王智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