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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花弄草，
岁月不老
强身健体”
。
赤楠、
朴树、
榆树、
金弹
由于自家院子较
子、
三角枫、
紫薇、
腊梅……
大 ，何 楚 南 在 院 落 开
整洁的园地里摆着形态各异
辟“ 楚 南 盆 景 园 ”，一
的三四十种盆景。即便是萧
共有 300 多盆，共三四
瑟冬日，
盆景蓊郁的绿色也
十种植物。常有人慕
为园子添了生气。这些年
名 前 来 参 观 ，有 人 甚
来，
88岁的何楚南精心侍弄
至开出五六万的高价
着它们。
（本报记者张玉萍）
想 买 某 个 盆 景 ，但 他
痴迷盆景获大师指点
没舍得卖，
“ 每个盆景
1993 年从邵阳县人民政
至少要培育 20 年才能
府农办退休后，何楚南终于有
成 功 ，我 对 它 们 很 有
何楚南和他的金弹子树盆景。
时间潜心钻研钟爱的盆景栽
感情”。
种。他觉得这是种十分高雅 管”四个字来精炼地加以概
栽种指南供不应求
的艺术，
“可陶冶个人情趣，丰 括：
“选桩要有信心，不能走马
富业余生活，
还能绿化环境”
。 观花；取桩要有细心；育桩要
何楚南坦言自己对盆景
如何获取盆栽方面的知 有耐心，不能马虎潦草；管理 的热爱已到痴迷地步，
“ 每天
识？前期何楚南主要依靠自 要有恒心。
”
起床后就先去盆景园转一圈，
学，2006 年开始四处拜访大
浇水、剪枝、搞卫生……睡前
建成盆景园，
参观者不绝
师，先后参观学习上海、江苏、
也要先去看看才安心”
。
浙江等名园 20 余个，其中令
后来，何楚南常约朋友上
不 过 ，做 盆 栽 不 仅 需 要
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师卓士浩 山寻找具有可塑性的“树根”， 热情和投入，更需要技巧。
的荔园。1972 年尼克松访华 再将其挖出带回做成盆栽，
为了把 20 年来辛苦摸索
时，杭州市政府特地从荔园挑 “精品往往得来不易：稀奇罕 和总结出来的技术记录下来，
选了 19 盆曲干虬枝、古雅树 见的树根，只有人迹罕至的深 让众多的园艺爱好者少走弯
桩盆景用来布置当地景点。 山里才有”
。
路，何楚南整理了《盆景知识
何楚南一边参观一边向大师
虽已至耄耋之年，何楚南 和培育技术》一书赠送亲友，
请教，卓士浩十分热情，还赠 身体仍很硬朗。在他看来，这 该书 16 余万字，全面系统指
送何楚南亲笔书画。
和他这二三十年来坚持盆景 导盆景爱好者栽种。初期他
经过多年摸索，何楚南渐 这一爱好是密不可分的，
“ 制 印制了 200 本，很快被亲友和
有所悟。对于盆景的培育和 作盆景是一种平和适度的劳 盆栽爱好者“瓜分”完，他目前
栽培技术，他用了“选、取、育、 动，身脑手眼齐上阵，很适合 打算再印一些送朋友。

社区

百家菜串起邻里情

一家一个菜，
居民共享盛宴。

本报讯 前不久，由
长沙天心区新开铺街道主办的，一场
别开生面的“品百家菜、叙邻里情，携
手共创新时代”主题活动拉开帷幕。
百余居民共聚一堂品美食、
赏表演。
百家宴开始后，居民围聚新开铺
街道盛世康城小区内，一起包馄饨，切
肉、搅拌、放馅……忙得不亦乐乎。此
次活动有上百户家庭参加，形成了一
场精彩的“厨王争霸赛”。随着午饭时
间临近，一道道由社区居民自制的佳
肴也被端上长桌，摆放得整整齐齐。
辣椒炒肉、
剁椒鱼头、
板栗炖鸡、
萝卜炖排骨
……菜品种
类 丰 富 ，有
荤 有 素 ，让
人目不暇
接。现场气
氛热烈而浓

厚，大家边吃边聊，共享这顿特殊而有
意义的团圆饭。
除了共享美食，现场还有表演助
兴。唱歌、跳舞、二胡演奏……才艺丰
富的社区居民在舞台上各展身手，为
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艺演
出。活动中穿插的互动游戏“击鼓传
花”更是将整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掌
声、
欢笑声不绝于耳。
最后，在优美的木兰单扇表演《海
韵》中，
整场活动走向尾声。62 岁的章
筱西是活动现场的总指挥，回想起当
时场景，她意犹未尽：
“ 晚上散步的时
候，业主们遇到我都乐开了花。都说
今天的活动既有趣又有意义，希望这
样的活动今后能多多益善，元宵节再
办个灯会。
”
（记者张玉萍）
征集：
本期起，
本报将开设栏目
“社
区情报”，呈现大家在社区里的大小乐
事。欢迎您致电 15388965308 或扫描
本版右侧微信二维码提供线索，
我们将
给您和您的社区提供上报纸的机会。

■乐活资讯

中韩艺术家书画展开幕
本报讯 1 月 11-14 日，
湖南国画馆将举行“融艺·中
韩文化艺术名家书画作品交
流展”
。期间将有中国美术家
协会理事、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
主席朱训德，
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鄢福初等 69 位中国书画名家

的作品参展，同时还将有 16
位韩国艺术家的作品展出。
本次交流展向观众免费开放。
湖南国画馆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营盘东路 19 号湖南省
展览馆内，大家可乘坐 3 路、
112、150 路公交车到湖南省
展览馆站下。
（记者周鏖键）

桂阳古郡城免费开放
本报讯 日前，总投资约 积128亩，
建有桂阳文庙、
昆曲
5 亿元的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馆、
博物馆、
古戏台及民俗文化
桂阳文化园“古郡城”全部竣 商业街等仿古建筑，
集中展示
工投入使用，
免费对外开放。 “古郡”
桂阳具有 2000 多年历
桂阳文化园是一座以展 史的牌楼文化、
寨堡文化、
亭台
示桂阳千年历史文化为主题的 楼阁古建文化、
循吏文化、
乡贤
城市公园，
古郡城项目占地面 文化等。
（文/骆国平）

爱之心老年公寓·快乐约会
539 号 林女士，长沙人， 性格开朗，无不良嗜好，无任
56 岁 ，丧 偶 ，独 居 ，企 业 退 何负担，有住房，如今独自居
休。生性勤劳，
不喜麻将不跳 住，倍感孤单，希望找一位条
舞。爱好服装裁剪与制作。 件相当的女士为伴。
有一个女儿，已成家，且有单
如您想要结识上述征婚人
独住房。希望找一个健康，
勤 士，
或自己想刊登匿名征婚消
劳，
爱干净，
无不良嗜好，
一独 息，欢迎您发短信给周编辑
生女或无子女的男士为伴。 （15388965308）。也欢迎扫描
生活在农村的月退休工资超 下方微信二维码申请进
“缘来是
你”
微信群寻找最适
过 3000 元的也可考虑。
540 号 熊先生，岳阳市 合自己的人，
群里上
退休医生，
82 岁，
丧偶 4 年，
身 百位优质单身退休
体健康，
品行端正，
作风正派， 族等你
“敲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