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为游客制作的麻质画。

栩栩如生的《牡丹四条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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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南北镇
“新法”路上引来八方游客

本报讯（通讯员 石旅）“爸爸，五年前你
带领村民劈山炸石，逢山开路，今天村里来
了好多客人，你带领村民开出的路成为旅游
路，你的名字成为路名被好多人记住，你倡
导的红色旅游村让村中富起来了！”4 月 5
日，正值传统的清明节，石门县南北镇薛家
村“全国扶贫模范”王新法的女儿王婷，给
她父亲王新法上坟，这样告慰天上的父亲。

为弘扬王新法精神，打赢脱贫攻坚战，
市委组织部将王新法的居住地打造成“全市
党员教育基地”；石门县委、县政府将薛家
村打造成“红色旅游村”。市、县交通运输
部门共同投资 1400 多万元，将南北镇清官
渡至薛家村六塔山全长 10 公里路段改造成
5 米宽的柏油路，正式命名为王新法路。目
前，省道 303 线清官渡至薛家村王新法过去
居住地 2 公里长路段全部完工。从王新法
曾经居住地至六塔山路段正在紧张施工之
中。

据了解，仅今年一季度，到村中参观旅
游的人就达到 10 万人次，新法路打开了村
民的心结，让多年前的贫困村一跃成为“全
省文明村”。

临澧水阁桃源创建
五星乡村旅游点

本报讯（通讯员 临旅）4 月 9 日，临澧县
旅发委调研修梅水阁桃源乡村旅游点建设
时，水阁桃源负责人表达了积极创建五星级
乡村旅游点的良好愿望。

水阁桃源家庭农场位于修梅镇水阁村，
距离临澧县城 14 公里，背靠古老山脉，左伴
潘家坡水库，右倚张吉垱水库，是天然的旅
游仙景。目前农场现有桃树、李子、梅子、
柑橘等果树种植面积 243 亩，相邻果农桃树
种植面积 200 多亩。将扩大种植面积 120
亩，分区栽植樱花、月季、玫瑰等花卉品种，
确保游客能季季有花赏、季季有果摘，充分
利用水资源优势，开发水上娱乐项目，努力
把水阁桃源打造成为集观花、采果、垂钓、
休闲、运动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点。

为实施临澧产业立县战略，加快全域旅
游发展步伐，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临澧县
把乡村旅游作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水阁桃源，旅发委为其创建
五星乡村旅游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发展
乡村旅游必须科学规划，利用优越的自然
环境和特色资源，打造差异化的旅游产品；
要加快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断满足
游客“吃、住、行、游、娱、购”的基本要求；
要大力招商引资，积极撬动社会资本和民
间资本参与投入，做大做强乡村旅游，助推
乡村振兴。

一支铅笔在一块麻布勾画出含苞
待放的荷花苞图形，一把刷子在图形上
涂上一层胶，一双巧手将红色、粉色的
麻粉颗粒散落在胶面上，一把木锤在麻
布上有节奏地敲打，随着麻粉颗粒的跳
动，一个栩栩如生的荷花苞呈现在眼
前。3月30日上午，在常德河街古玩城
B 座三楼的麻质画制作室看到这一
幕。4月12日，再次走进这间工作室，
与张双慧、李健鹰一席谈，感觉麻质画
就像她俩的“初恋情人”。

张双慧出生在原常德县丁家港一
个农民家庭，1992年3月，职业高中毕
业前夕，被招进常德麻纺厂的工艺美术
厂。回忆起往事，她一脸兴奋：“那时
候，常德县四中刚刚改职业高中，我学
的是美术。静得下来、色彩感觉好是我
的优势。麻纺厂来学校招工，选了4个
人，有我的名字，特别高兴。记得我是
跑回家的，就想飞回去告诉妈妈，我找
到了工作，而且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进
厂后，给每个人1个月的时间学习做麻
质画。当时，特别想有一份工作，学得
很认真，也很努力。我做了一幅梅花，
以麻为原料的壁挂画，得到认可，被留
了下来，安排在设计部，十分开心。”可
以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农民的女儿能
在城里有一份工作，是多么难得。

李健鹰，下放桃源农村并在农村成
家的知青爸爸给她取了个男孩的名字，
希望她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展翅飞翔。
李健鹰的成长自然也就特别任性，她
说：“爸爸毛笔字写得好，也喜欢画画。
可能是爸爸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鬼画
桃胡，课本、作业本画满了。5 年级登
台独唱歌曲，吉他、小提琴都学。”1989
年，李健鹰进入常德工艺美术学校学习
美术专业，拟报考美术学院。1992年，
刚刚过完春节，她获得了进常德麻纺厂
工艺美术厂工作的机会，放弃高考，招
工进厂专门制作麻质画。

李健鹰、张双慧两个妙龄少女住进
同一间寝室，并成为好朋友。1994年，

厂里效益每况愈下，下半年，张双慧回
到农村做点小生意，郁闷了一年，然后
成家生孩子。1999 年春天，她凭着自
己的美术特长只身前往厦门，在一家彩
印厂当了一名制版技术工。1997 年，
已是技术骨干、核心力量的李健鹰也离
开了濒临倒闭的麻纺厂，自己开起了玉
器、根雕商店。然而，李健鹰一直没有
放弃麻质画，也一直得到老厂长贺用显
的材料支持和技术指导。2004 年，贺
用显将指导她做的一幅《孙中山戎装
像》麻质画推荐给了澳门商人，澳门商
人将其装裱，后被澳门国父纪念馆作为
镇馆之宝收藏，并展出在显眼的位置。
听到这个消息，李健鹰很激动，也很兴
奋，她要把麻质画做起来，发扬光大，并
传承下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领
导，贺用显也很支持。

曾经的一名工艺美工，除了画的制
作，其他一切于李健鹰而言，用她自己
的话说，是两眼一抹黑。原常德麻纺厂
已经倒闭，人员各奔东西，原麻纺厂的
机械设备作为废铁变卖，只剩下空空如
也的厂房。即使如此，任性的李健鹰依
然说干就干。2009年，一切从零开始，
网上搜索，打电话询问，寻找老同事。
哪里有黄麻买？麻的染色问题怎么解
决？麻粉颗粒如何做成？边咨询边摸

索，李健鹰到了疯狂的程度，她说，“每
天天麻麻亮就起床，转钟两三点才睡
觉。黄麻、染料都买到了，染色的问题
也解决了。”可是，如何让麻变成麻粉颗
粒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她，直到2014年，
北方一家机械加工厂被她的执着所感
动，才答应为她研制研磨机。李健鹰回
忆道，“麻原料寄过去，麻粉颗粒寄过
来，反反复复，麻粉颗粒研磨机终于做
成。当时很兴奋，感觉前途光明。”

2015 年暑假，张双慧带着孩子从
厦门回常德探亲，专门去河洑麻质画新
的制作地看望李健鹰。张双慧目光转
向李健鹰说，“2012 年，她打电话要我
回来一起做麻质画，当时我正怀二胎，7
个月的身孕，虽然嘴上没有答应，心里
已有想做麻质画的冲动。这次见到他
们在做麻质画，有一种归队的感觉，很
激动。就像掉队的红军找到了大部队，
不管不顾，没和老公商量，就留下来做
麻质画了。”张双慧略有所思，接着说，

“是时候了。厦门是一座旅游城市，与
其他的城市很不一样。厦门有一条油
画街，我很喜欢，经常带女儿去走走。
女儿常问我，怎么那么喜欢来这里。她
哪里晓得我心里放不下麻质画。现在，
常德也成了旅游城市，看到了麻质画的
希望和未来。”这次，张双慧因为艺术的

情怀、因为对麻质画的未了情，头也不
回地留了下来，与曾经的同事、室友牵
手，全身心投入到麻质画制作。说起这
些，张双慧、李健鹰都是两眼发光。她
俩打了比方，说她们对麻质画的感情就
像小说里写的一个女人对初恋情人一
样，刻骨铭心。

河洑拆迁，麻质画制作搬向何方？
常德河街的建成，大河街古玩城的开市
给了她们机会。她们需要场地，麻质画
需要对外宣传的窗口，常德河街需要文
化。2018年1月，她们带着自己的作品
和技艺入驻河街。目前，她俩虽苦闷于
了解麻质画、看到麻质画的人很少，在
我看来，河街是一个旅游景点，人气与
日俱增，随着常德旅游城市的日渐成
熟，毋庸置疑，麻质画会走得更远，她们
的苦闷必将变成喜悦。

麻质画，两女子的“初恋情人”
□本报记者 吴琼敏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文/图）4月15
日18时15分至19时，中央电视台中文国
际频道 45 分钟的《城市 1 对 1》节目，以

《灵动之城 中国·常德——德国·汉诺
威》为题，讲述中国常德、德国汉诺威
的故事，把桃花源里的城市——常德
这座美丽而有内涵的旅游城市推向全
世界。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
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
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

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

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
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
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
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
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
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
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

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
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
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
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
道也。”

公元400多年前，陶渊明写下《桃花
源记》。2017 年 11 月，中央电视台中文
国际频道记者来到常德，听桃花源里的
故事，体验常德味道，拍摄常德美景。
2018年4月15日18时15分至19时，《灵

动之城 中国·常德——德国·汉诺威》在
CCTV—4 播放。该节目以央视记者体
验的形式，从常德河街、德国风情街、柳
叶湖、老西门到桃花源，从常德钵子菜、
常德米粉、甜甜圈、酱板鸭到甲鱼；从常
德美景到常德海绵城市的神奇，全方位
解读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内涵，多角
度展示了常德这座桃花源里的城市的无
限魅力。常德人民正张开双臂，以饱满
的热情，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常德过
一把“世外桃源”的生活。

桃花源里的城市走向世界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45分钟推介常德旅游城市

央视记者钟情常德米粉。

央视记者穿紫河上欣赏常德河街美景归来。

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中的“武
陵人”张开双臂，迎接全球游客来桃花源感受体验《桃花源记》
的生活。

桃源梨树垭举办
“扶贫康养”文化旅游节

本报讯（通讯员 桃旅）4月13日上午，桃
源县龙潭镇“扶贫康养”梨树垭村文化旅游节
开幕。开幕式在热闹的舞龙灯中拉开序幕，
此次活动，通过举办旅游扶贫开发成果奖、当
地富硒绿色农产品展示、旅游景观展览等系
列活动，宣传当地优质旅游资源，结合扶贫旅
游资源开发，不断发展生态休闲旅游项目，促
进旅游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梨树垭村是全国旅游扶贫重点村，同时
也是省级贫困村。该村青山绿水，景色怡人，
所属的龙潭镇景点众多，秀美山村梨树垭王
家大屋、火天沟、千山湖、猫儿洞、马尾洞瀑
布、桃花溪十里画廊、野樱花、高山杜鹃观景
区、中华猕猴桃保护区、千年银杏、烟雨团象
溪等，大都是鬼斧神工般的天然风貌景点，该
镇整体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蕴
藏着丰富的石灰石、铜、铅、锌、磺、磷、重晶石
等矿产资源。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常德市文旅
康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看到麻质画
的原料居然是粗纤维黄麻，觉得很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