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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湖大机电厂的更多视频

湖南大学机电厂，
大学校园里的部属企业
壮观的
“四无”
大厅，
中看不中用
老街小巷·长沙老厂（九）
湖南大学机电工厂，
成立于1974年，
若把
民国时期的湖大实习工场作为工厂前身的话，
则湖大机电工厂也算得上是历史悠久了。工厂
坐落在天马山东麓，
湖南大学校园内，
风景自然
秀丽，
厂区面积很大，
生产磨床、
台钻、
发电机组、
电机等，
还接受大学生实习。湖南大学机电工
厂虽然只是湖南大学的附属工厂，
但在当年是
机械工业部湖南九大部属企业之一，
有相当的
实力和名声。
文、
供图/胡滔滔

◀上世纪 80 年代湖南大学机电工厂生产的茶花
牌电风扇，如今虽已蒙尘锈蚀，但如同珍贵的记忆一
样，
未能遗弃。

湖南大学机电工厂位置有点特别，工厂
的东边、
东南边属郊区，
住有村民；
西边是湖南
大学校园。郊区的田园风光，工厂的火热激
情，
校区的宁静书香，
以及不远处的岳麓青山，
相互交融，
却又各自成章。原来的所谓
“堕落
街”
就在工厂旁边，
灯红酒绿，
另是一番繁华。
多年后，工厂改名并搬出了校区，腾出
的空地建了教学楼，原有的厂房改建成了大
学办公教学场所。紧张又火热的工厂劳动
场面不见了，只留下树影婆娑、鸟鸣花香和
大学生们的青春丽影。
现在穿行其间，不熟悉的人都不知这里
曾是一片充满热情、汗水的热土，而从小在
这里生活的我，却不会因面目全非的改变而
忘掉这里的一切，反而会因时间的久远而更
加铭刻于心。
印象最深的就是机电工厂的“四无”曲
拱大厅，坐落在厂区的北部，它的北侧墙也

算是厂区北边的围墙，与湖大校园相隔。
“四
无”大厅宽大、穹顶，很是壮观。外观上看，
还以为是体育馆，但实际上是工厂存放金属
材料和五金配套物资的仓库。
大厅之所以称之为“四无”，即无钢材、
无水泥、无木材、无红砖。用的是竹、石灰和
炉渣作材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大学
贯彻当时湖南省委“技术革命、教育革命、思
想革命”三结合的方针，一边劳动、一边革
新、一边提高，开展技术革新的运动，在坚持
毕业设计与专业相结合上做了大量的工
作。
“四无”大厅便是当时的产物。不过这个
跨度 18 米、面积 1834 平方米的“四无”大厅，
由于在当时的环境下缺乏科学论证，也缺乏
安全系数，使用的时间不长，也曾作过舞厅，
后来只能作为湖大机电工厂的仓库使用，再
后来，
“ 四无”大厅拆掉，其原址上兴建了湖
南大学机械与汽车学院的大楼。

防暑降温，
单位除发自产电风扇还生产冷饮

1959 年 9 月基本建成的四无大厅，
大厅后面（南面）的地方即为后来湖南大学机电工厂的厂区。

摇蒲扇的年代，拥有一台电风扇就像如
今拥有一台空调一样。作为当年的电器必
备，每家每户不论好歹都会置一台电扇以供
全家度暑消夏。机电工厂曾经自己生产电
风扇，品名“茶花牌”，作为福利，职工每家发
一台。毕竟不是专业电风扇生产厂家，那电
扇缺乏起码的美观，配装非常粗糙，有时电
机发热，还得赶紧关了让风扇休息一下才能
再使用，电风扇摇头晃脑，砰砰作响，我老是
生怕扇叶飞出伤人。就这样质量的一台电
扇，
全家人亦是当作宝贝一样看待。
当年稍大一点的工厂，都拥有一定的社
会化服务功能，很多后勤生活服务方面的事
都自己搞定。防暑降温这块单位除了发电风
扇，
工厂自己还生产冷饮，
如雪糕、
绿豆冰棒、
白糖冰棒、
酸梅汤等。不对外销售，
专门为职
工谋的福利，
凭票供应。那个年代，
家里没有
冰箱，就只有用保温桶和热水瓶去装冰棒。
要把一支一支冰棒小心翼翼地放入小口子的
热水瓶，
而且还要随时方便取出食用，
还真是

一门技术活，
好在每年夏季都有供应，
大家已
熟能生巧，放取自如。当然热水瓶也不能长
时间保持冷冻，不过，即使融化了，那冰水还
在热水瓶里，
做冰水喝也很惬意。
当年，父亲办公室有一台十四寸黑白电
视机，喇叭坏了，没有声音，一直闲置未用，
在电器稀缺的年代，这电视机是不会轻易扔
掉的。上世纪 80 年代，社会各阶层学习风
气尚浓，电视里每天下午 5 点半播放陈琳的
《跟我学》电视外语教学讲座。每天下课后，
父亲要求我到其办公室听电视课。这时，工
厂已经下班，非常安静，确实是利于学习的
好时机。父亲还特意为这破旧的电视机加
装了个喇叭。父亲怕影响我学习，轻手轻脚
地进出，且在办公室外等候，听完电视课后，
再接送我回家，如此坚持数月，用心良苦。
但作为年少贪玩的我，有时却借口下课晚而
迟迟不去。回首当年，让如今年已半百的
我，回忆当时的场景，顿生少年不知愁滋味、
可怜天下父母心之感慨。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大学机电工厂
生产的发电机组有一定的声誉。

用轴承改装弹子轮盘车
极受男孩欢迎
球轴承又叫滚珠轴承，俗称弹
子轮盘，机电工厂有很多。轴承用
旧后，我们用它做轴承木板车，这车
并没有一个“学名”，一般就叫弹子
轮盘车，是我们少年时代最高级的
玩具。这个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
后就少见了。
做这个东西是不需要大人帮
忙，到工厂里经人家同意，捡三个废
弃的旧轴承，再找木板、木棍、钉子，
敲敲打打自已搞定。当然，因为废
旧轴承不容易得到，并不是每个孩
子都能成为“有车一族”
。
弹子轮盘车在当时可是高级
货，极受男孩子们的欢迎。我近水
楼台先得月，做了辆弹子轮盘车，还
带有刹车，这车本身是没有动力的，
有 一 人 坐 的 ，也 有 加 长 版 坐 两 人
的。坐在上面，需要别人推行、拖
行，要不就是找个有坡的路从坡顶
滑下。速度过快或者路面不平容易
让坐车人摔得人仰车翻。
多年过去，机电工厂、弹子轮盘
车早已不存在了，相识朋友、隔壁邻
居、工厂长辈、发小同学，以及陌生
他人，都已各奔东西。我们已远离
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生活，不过这些
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生活会留在我们
各自的记忆之中。

美食往事

用红薯制作的荷折皮，
带着衡阳特有的风味
红薯是一种大众常见的食材，在寒
风呼呼的街角，孩童们喜欢在小贩的炉
子里买一个热气腾腾的烤红薯，捧在手
里吃得津津有味；主妇们也喜欢在菜场
超市挑选一包红薯粉条，回家加上瘦
肉、葱花煮上一大锅，端上饭桌给家人
当早餐。不过我从小最喜爱的红薯食
品既不是烤红薯，也不是红薯粉条，而
是衡阳地区特产的荷折皮，一到了冬
天，在衡阳的餐馆里，点上一碗热气腾
腾的荷折皮，爽滑的荷折皮，配上汤汁
里的辣椒姜末胡椒，
有暖胃驱寒之效。

椒油汤里夹起香辣爽口的荷折皮
荷折皮，属于红薯粉皮的一种，但
形状上有明显区别，外形上，红薯粉很
光滑，荷折皮像荷叶一样有很多折皱。
从视觉上看，荷折皮更像是颜色偏暗的
海带。烹饪方法也与红薯粉皮不一
样。衡阳地区的土壤适合种植红薯，农
民大多都善于制作荷折皮。农民将地
里的红薯挖出来，经过一番研磨、淘渣、
过滤的复杂过程，制作出白色粉末状的
红薯淀粉。农民们再将红薯淀粉加上
水，调成红薯浆，在大铁锅里烫，红薯浆
就会在高温下凝结成胶状，再把胶体拉
皮，延展出薄薄的一大块，荷折皮因此
成型。再一块一块地把荷折皮挂到竹
竿上晒干，荷折皮制作就此完成。
以荷折皮为原料的菜肴有好几道，
比如渣江“假羊肉”、荷折皮肉末、荷折

皮焖拆骨肉、荷折皮煮三鲜、荷折皮焖
水鱼、鲜荷折焖沙鳖等。以渣江“假羊
肉”和荷折皮肉末最有特色，也最受大
众欢迎。
渣江
“假羊肉”
发源于衡阳市渣江镇，
传说发明于宋徽宗时期。顾名思义，
菜里
没有真正的羊肉。厨师是用八角、
桂皮、
花椒等辅料，
把猪头肉、
猪瘦肉做出类似
羊肉的味道，
却没有羊肉的膻味。这样的
美食技艺，令我想起了《红楼梦》的名菜
——有鸡肉味的茄鲞。我喜欢有羊肉味
的猪肉，
但我的筷子，
更多会选择从铁锅
里红艳艳的椒油汤里夹起一块块荷折皮，
香辣又爽口，
颇有嚼劲。
荷折皮肉末也值得推荐，这道菜不
像渣江假羊肉那样满满一碗都是汤，辣
味未被汤稀释，荷折皮更加香辣。在荷
折皮肉末这道菜里，荷折皮是主食材，
肉末、辣椒、香葱都切成碎块，点缀于一
块一块的荷折皮之间，更能让我大快朵
颐地享用香辣的荷折皮。

渣江“假羊肉”
。

原本我一直以为荷折皮是一种湖南
省内各地都有的食物，可近几年我去株
洲出差、
去长沙考试，
在饭店里的菜谱上
都找不到以荷折皮为原料的菜。上网一
搜荷折皮，
搜到的信息多与衡阳有关，
我
还看到深圳地方论坛上的帖子里，有衡
阳籍居民在展示从家乡衡阳带来的荷折
皮。这会儿我才知道荷折皮是衡阳地区

的特产，
原来这普普通通的，
由红薯制作
的荷折皮，
带着衡阳特有的风味。
遥记那高二的下学期，我们学校已
经在为备战高考而星期天补课了。周
日那天校门是中午开放的，所以高二学
生多会选择去校外小饭馆吃中饭。我
和两个要好的同学去就餐时，会点上两
三个菜，大多的时候会包括一份荷折皮
肉末。因为虽然菜里只有少量肉末，但
荷折皮的分量较大，加上辣汁也像是荤
菜，对于消费较低的中学生而言是个不
错的选择。就着美味的荷折皮，足够我
们三人吃下好几碗饭。
时 过 境 迁 ，当 年 那 两 个 要 好 的 同
学，一个在衡阳南华大学当老师，偶然
在衡阳市图书馆才碰见一回，一番寒暄
后才知他的近况。另一个去了澳大利
亚读研，已经失去联系几年了。不知道
我和那在澳大利亚的老同学，何时能再
聚一次，点上一份荷折皮肉末，回忆那
在中学门口小饭馆里点小碗菜的青春
岁月。
文、供图/李盛玄

曲的地方用火烤热，使之变软，再用力
拉直，钓竿就成型了；钓钩是缝衣服的
大针，用煤油灯加热至针烧红，将之曲
成钩状，钓钩就制成了；钓鱼的线就是
用做鞋子的麻线（当时都是自家做布
鞋）；浮标是在大蒜籽上的蒜秆上剪一
节，约一寸长，染上红墨水。
在潭边，我选择了一块石头与水交
界之处，将蚯蚓勾入钓钩上，用力将钓
钩甩入潭中，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红
色浮标在微波中变动。约 20 分钟后，浮
标抖动了，突然浮标下沉，我用力一拉
一甩，钓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黄鸭叫，心
里真的高兴，迅速将鱼取下放入篓中储
着。这是我第一次钓鱼的收获，那种说
不出的兴奋，至今仍留在脑海里。接
着 ，我 又 将 钓 钩 挂 上 蚯 蚓 ，甩 入 潭 中
……那天，总共钓了十几条鱼，有黄鸭
叫、鲇鱼、翘背子。一天的时间很快就

过去了，我望着金灿灿的晚霞映照着深
潭，江面上鱼燕与落日同飞的美景，依
恋难舍收起鱼具，提着收获颇丰的鱼篓
回家。弹指一算，铜官潭钓鱼的趣事，
已过去 50 年了！
晚饭后，
我散步来到铜官潭原址，
遇
到了一位老叟，
主动与他搭讪，
聊了几句
后，
问他铜官潭什么时候被填平了，
他若
有所思地说：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铜官
潭被两岸注入的泥沙淤塞了，铜官街上
的污水也流积潭中，潭水变黑，没有鱼
虾。大约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地经环保
论证后将潭填平，
改作其他用地。
我与老叟分别后，
华灯初上，
铜官潭
原址上，
一排排具有特色的商铺林立，
霓
虹灯闪烁，来旅游的客人熙熙攘攘，茶
馆、
陶器店、
酒吧……门庭若市。随着铜
官窑古镇旅游业的兴起，治理后的铜官
潭又再现历史上的繁华。
文/周罗生

一份荷折皮肉末够同学仨吃几碗饭

铜官潭的沧海桑田
湘江东岸，
我的故乡长沙市望城区古
镇——铜官。曾在这里，
我度过了童年和
少年时代。回铜官老家小住，
故乡的山山
水水，
一草一木触发我对故地的回忆。
亘古至今，铜官街南面有一条近五
百米宽，约两公里长的深水潭，史称铜
官潭。蜿蜒静卧在铜官街南面与太丰
垸农田之间，东接乌龟嘴山脚，西与湘
江连通。潭中常有运窑货（陶器产品）
的乌杠小船和渔民打鱼船往返。晚上，
泊在潭边船上的灯光，宛如繁星点点，
夜景迷人。
夏天，潭边柳荫下，诸多人垂钓，是
一道人鱼互动的风景。我读完小六年
级的时候，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拿着自
制的钓竿，来到潭边树荫下钓鱼。那个
年代，没有购渔具的店铺，渔具要自己
制作。钓竿是从附近山中砍来的斑竹，
大约 1.2~1.4 米长，用刀把竹节削光，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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