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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好一个多民族原生态狂欢节”

龙腾狮舞张家界，喜庆花灯闹元宵。
2月6日，尽管天空飘着丝丝冷雨，但阻挡

不了八方来客的热情和脚步。上午10时，龙灯
腾起来，锣鼓敲起来，狮子舞起来，花灯唱起
来， 上百支表演队伍身着节日盛装， 纷纷登
场，张家界市城区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

18时，夜幕降临，数万盏璀璨亮丽的各式
灯盏将城区映照得亮如白昼。 市民和游客摩
肩接踵，有的赏花灯，有的看表演，有的猜灯
谜，歌声、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20时48分，
梦幻般的元宵烟花在空中绽放。

张家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以土家族、白
族、苗族为主，共有３３个少数民族。每年“闹元
宵”，除了本地区外，还会引来湘西周边区县上
万群众参与和观看。“张灯结彩、万人空巷，真是
好一个多民族原生态狂欢节！” 今年元宵灯会，
龙山县的李春寅第一次慕名而来，感慨万分。

“正月里错峰旅游，在张家界能遇见如此壮
观的元宵灯会，意想不到！”来自台湾的游客王先
生惊喜不已。而在人民广场大戏台，来自泰国的
几名游客还情不自禁上台跳起土家摆手舞来。

近年来，永定元宵灯会一年比一年热闹。
2011年元宵灯会上， 有来自30多个国家及国
内和地区的上万名游客参加。 其中，5位美籍
外教拜师学艺，还组成了一支草龙灯队，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快乐“洋”气。

“这里的元宵节比除夕还热闹”

永定元宵灯会风俗源自汉朝，唐、宋时期
鼎盛，此后历千年不衰。

“这里的元宵节比除夕还热闹！”在永定
区，“闹元宵”最能体现传统民俗文化的繁荣。
老文化馆长赵先志回忆， 有组织有规模开始
于1982年的元宵节， 县里还专门拨款5000元
经费。大年三十刚过，群众自发组织的演出队
伍就在农村串户演出，正月十三左右，就一拨
又一拨来到城里串门，挨家挨户地进行表演。

提起当年盛况，赵先志记忆犹新，无论是城

区老十字街，还是其他繁华地段，挤满了来自
四面八方的群众。晚上，数千盏宫灯交相辉映，
格外壮观。而演出队伍每到一处，人们或打烟，
或封红包，迎接花灯、龙灯队伍，争着放鞭炮。
他说：“有时候两支队伍会互打擂台，看谁的功
夫好，打到天亮，鞭炮也放到天亮。”

自此之后， 永定元宵灯会成为几十万城
乡群众每年翘首以盼的文化盛宴。

“赏花灯、听阳戏，成为人们
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种文化习俗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丰

富的文化土壤。 永定区文化馆馆长、 元宵
灯会总导演覃大军介绍， 永定元宵灯会与
别的地方不同， 除了大型灯展、 灯组 、 灯
谜外， “重头戏” 是传统民俗花灯表演齐
上阵， 精彩纷呈吸引八方来客。

“这是一个民俗演艺的大观园！”覃大军
说，目前永定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
级的有1个、省级的5个、市级的11个，元宵节
这天 ，花灯 、龙灯 、狮子灯 、蚌壳灯 、大庸阳
戏、采龙船、小调三棒鼓、渔鼓、大庸硬气功
等30多种表演习俗汇集一起， 拿出来晒一
晒，从早上演到第二天凌晨。

已80岁高龄的龚光模是高跷花灯的创

始人， 他家位于老街的房子是一大帮花灯
艺人的舞台， 大家经常聚集一起， 吹拉弹
唱， 惹来老少街坊们纷纷围拢观看， 都说
这是一种老街的文化， 大家都喜欢这样的
文化， 喜欢那股热闹劲和乡俗民风。

2月6日清晨， 远离城区50多公里的王家
坪镇的李新娥起个大早， 赶车到城里， 就是
想在元宵节的时候听到民间的调子。 而沅古
坪一位80多岁的老人腿脚不便走不动， 硬要
自己两个儿子抬进城， 也要亲自享受一把元
宵之乐。

“就像吃饭一天三餐一样 ， 赏花灯 、
听阳戏， 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覃
大军介绍， 永定区目前登记在册的民间表
演队伍达到315支， “一到农闲， 文化馆可
谓门庭若市， 天天有人上门要人， 工作人
员基本上被人抢到乡下去指导。”

“打造成知名的文化旅游
品牌节会”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 如何将文化和旅游融合， 实现旅游产
业转型提质， 近年来， 张家界经历了无数
次尝试， 并形成了精品旅游演艺、 国际乡
村音乐周、 国际文化旅游节等多个文化旅
游品牌。

“将元宵灯会打造成知名的文化旅游
品牌节会。” 永定区区委书记刘泽友说， 城
市有需要、 旅游有需要、 游客有需要 、 群
众有需要， 加上浓厚的本土民族文化底蕴，
争创与 “哈尔滨冰灯节 ”、 “四川自贡灯
展” 齐名的 “永定元宵灯会”。

2009年 ， 在永定区 《关于加快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中， 明确提出将元
宵 灯 会 “ 打 造 成 知 名 文 化 旅 游 品 牌 节
会”。

近者悦， 远者来。 永定元宵灯会已成
为国家文化部重点推介的 “全国五大灯会
之一”， 造就了罗水毛古斯、 金氏傩坛、 大
庸气功等优秀表演团队， 曾经多次出国参
加演出。 不过一些有识之士提出， 要想让
元宵灯会真正成为张家界的又一名片 ， 还
需在挖掘和营销上下功夫。

本报记者 李茁
通讯员 雷文明

2月1日晚上10时 ，南
岳衡山南天门景区， 一轮
弯月挂在天上， 天气格外
清冷，温度已经到了零下3
摄氏度。

一束手电光照过 ，走
来3位民警，道路结冰，3人
拄着拐杖，互相扶持，一路
小心经过。 带队的是南岳
区交警大队半山亭中队中
队长汪鼎松。春节以来，他
们每天都巡逻到深夜。

“我是名山一棵松！”
肩负衡山景区交通安全管
理重任， 汪鼎松和同事们
常年驻守大山， 热心为海
内外游客保驾护航， 被誉
为南岳“平安守护神”。

年年除夕值班，
20年没 看 过 央 视
春晚直播

巍巍南岳， 是名闻中
外的旅游胜地， 多少海内
外游客慕名而来，一睹“寿
岳”风采。

特别是每年除夕 ，前
来祈福的游客人数年年创新高， 今年更是达到
18万余人。游客来了，如何让他们在景区游得高
兴、行得安全？

1月22日，农历除夕。当天下午1时许，从周
边各城市赶来的车辆开始在衡山脚下的南岳镇
聚集 ，到下午5时 ，已经车流成河 ，游客摩肩接
踵。这天，汪鼎松和中队民警们负责从南岳大庙
到进山口一带的交通管制。车多，人多，汪鼎松
带着民警和协管员跑上跑下，对车辆进行分流，
维持路面秩序。

晚上7时多，一名来自江西萍乡的张大娘不
慎走脱了鞋子，摔倒在地，当时人流十分拥挤，
眼看可能发生踩踏事故，汪鼎松拿起高音喇叭，
连声喊话：“请大家停下脚步！注意安全！”自己
则赶紧挤到老大娘身边，将其扶起。

晚上11时许，民众祈福活动进入高潮，汪鼎
松和同事们丝毫不敢懈怠。 直到农历大年初一
凌晨1时多，人群渐渐散去，他们才长舒了口气。
尽管下着大雪，他们已个个满头大汗。此时，汪
鼎松又想到， 有极少数自驾游驾驶人可能通过
小路进入景区登上祝融峰顶， 而景区道路已经
结冰，一旦发生事故，将是灾难性的。

“决不能发生一起危及群众安全的事故！”
顶着风雪，汪鼎松带领3名协管员，穿上防滑靴，
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朝大山深处赶去。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管理到位，只发现了一辆当
地村民驾驶的小汽车陷在雪地里。妥善安置后，
汪鼎松才回到南岳半山亭的中队营房。这时，已
经是早上5时多。

从警20年，汪鼎松一直奔忙在路上，每年中
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他一次也没看过直
播， 也从来没有在除夕晚上和亲人吃过一次团
年饭。“我也想看‘春晚’，但最要紧的是景区交
通安全不能出一点事！我苦点累点，值得！”汪鼎
松说。

游客有需求，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
2011年，南岳接待中外游客人数突破500万

人次。如此大的客流量，总有游客需要援助。
“游客是衣食父母，他们有需求，我们要在

第一时间出现！”今年1月8日下午4时多，衡山南
天门景区一处游道因为拥挤， 一位来自江苏的
男性老年游客不小心摔到4米多深的坡下 。当
时，天下着小雨，由于地处偏僻，救援人员无法
立即赶到现场，现场群众十分着急。接到求助电
话后， 正在山脚巡查的汪鼎松连忙带上折叠梯
等救援工具向现场赶去。一路上，山道弯弯，凭
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丰富的驾驶经验， 汪鼎松在
10分钟内赶到了现场。他二话没说，小心地攀着
崖壁，来到老人的身边，随后通过折叠梯将老人
背了上来。老人被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送到
山下的医院，因救护及时，这位张姓老人身体没
有大碍。第二天，老人的家人从江苏镇江赶到南
岳，一家人拉着汪鼎松的手，说不完的感激。

衡山属高寒山区，尤其是峰顶，气候条件相
当恶劣。一年中，山上景区有雨有雾的天气超过
5个月，冰冻期近3个月，气温低于零度的寒冷日
子达4个多月。景区道路弯多、坡陡，大雾、冰冻
等因素使景区交通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面对这
样的情况，汪鼎松带领中队队员，与恶劣的天气
顽强抗衡。多少次，他们在冰雪、大雾中执勤，在
风雨中疏导、推车，让无数游客找到了安全感。
自2008年担任中队长以来， 汪鼎松带领民警和
协管员，为游客排忧解难200余次，收到300余封
感谢信。

图片为永定区
委宣传部提供

本土的民族特色，传统的文化元素。 张家界市永定区具有悠久历史的元宵灯会， 通过不断
传承发展使之历久弥新， 现已成为国家文化部重点推介的“全国五大灯会之一”

山里人的狂欢节
———永定元宵文化现象探究

通讯员 王力夫 胡淋伟
本报记者 李军

2月7日上午，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首
次利用网络视频对当事人进行远程调解，
被执行人当场签发支票， 将案款打入法院
专门账户。 一起纷争多年的商标侵权纠纷
通过 “视频聊天”， 在2小时内就得到圆满
解决。

侵权纠纷———未续约继续
使用许可商标

2005年4月12日， 上海上岛餐饮连锁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 ） 与甘某 （乙
方 ） 等 4人签订 《上海上岛特许经营合
同》。 双方约定， 甲方许可乙方在上岛咖
啡服务项目上使用 “上岛加图形” 商标。
合同期限为 3年 ， 从 2005年 9月 1日起至
2008年8月30日止。 合同期限届满后可签
订延期合同， 续约费为10万元。

合同期限届满后， 双方未续签合约。
但甘某在其经营的咖啡店和店内装潢上仍
继续使用涉案的 “上岛加图形” 商标。 经

过法院一、 二审判决， 甘某应赔付上岛公
司53700元。

视频 调 解 ———相 距 千 里
“面对面”

去年12月29日， 上岛公司依生效法律
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 长沙中院向被申请执
行人甘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并要求其主动履
行判决。

被申请执行人表示愿意积极履行判
决， 并提出了具体的执行方案和建议。 为
促成双方和解， 法院与申请执行人上岛公
司进行了耐心的沟通。

上岛公司也同意调解， 但提出当时恰
逢春运高峰期等原因， 到长沙来参与调解
交通十分不便。

长沙中院考虑到本案法律关系较为明

确， 涉案执行标的争议不大等原因， 提议
双方当事人通过第三方软件进行远程网络
视频调解。

双方当事人随即向法院申请 ， 并同
时申明第三方软件中网络音频 、 视 频
和文字等内容具有庭审笔录的法律 效
力 。

规 范 高 效———执 行 案 款
1小时兑现

2月7日上午9时半， 调解按约定的时
间和方式如期开始。 分别在上海和重庆的
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各自的委托代
理人及法官三方视频清晰地展现在投影屏
幕上。

该案主审法官、 长沙中院执行一庭副
庭长李波， 按照法定程序对双方当事人核
对身份， 并询问是否对出庭人员有异议，

在得到明确的否认后开始进行调解 。 同
时， 书记员付端香实时将庭审调解情况录
入聊天对话框， 供双方当事人随时核对。
此外 ， 法院还特意布置摄像机对网络音
频、 视频和庭审笔录进行全程摄录， 以备
存档保存。

在法官的主持下， 被申请执行方提出
曾于2005年5月与上岛公司签订 《上岛商
标区域使用许可协议》 时， 向该公司缴纳
过保证金30000元 。 由于被申请执行方今
后不再使用 “上岛加图形” 商标， 请求
申请执行方同意将该保证金直接抵扣本案
执行款。

上岛公司委托代理人随即表示同意，
但要求被申请执行人将应赔付余款23700
元于当日一次性付清， 且本案执行费706
元由被申请执行人负担。

经过多轮协商， 1小时后双方最终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 上午11时半， 被申请执
行人甘某等向长沙中院专用账户汇入了全
部执行款项。

“远程网络视频调解最大的优点就是
便民、 高效。” 长沙中院党组成员、 执行
局局长闵文说。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奇 刘菊秀）今天是永州联体女婴千言、万
语姐妹俩分离手术后的第27天，在医护人员
的精心照料下，目前姐妹俩身体功能、脏器
恢复良好，并首次下水游泳，通过水疗法帮
助其健康成长。据省儿童医院院长祝益民介

绍，预计下周姐妹俩就可以康复出院了。
2011年11月29日， 宁远县柏家坪镇妇

女赵玉枚生下一对联体女婴 ， 12月8日 ，
小姐妹被紧急转运到省儿童医院， 被诊断
为对称性胸腹联体。 2012年1月11日， “相
拥 ” 的小姐妹终于实现了 “独立 ” 的愿

望 。 据该院新生儿科主任高喜容教授介
绍， 姐妹俩被成功分离以来， 各项生命体
征正常， 只是体格发育相对缓慢， 目前千
言体重3.41公斤 ， 万语体重3.42公斤 。 近
期 ， 医护人员主要是对孩子的体格 、 体
能、 智能和情感进行全面的康复训练。

元宵节调解
“滴水案”

通讯员 陈波 邓国军
本报记者 李军

2月6日，元宵佳节。
宜章县人民法院白石渡法庭的法官放

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一大早顶寒风冒细
雨，踏着崎岖泥泞的山路，来到40多公里外
的新华乡村民谷某家中， 为一起邻里屋檐
滴水引发的纠纷案做调解工作。

谷某夫妇与陈某系邻里关系。 去年8
月，陈某在谷某住房相邻处建新房。谷某认
为陈某擅自延伸屋檐， 屋檐滴水可能对其
房屋安全产生影响， 便将陈某建房的模板
撬掉几块。陈某当时未在场，事后便未予理
睬。

第二天， 帮陈某建房的工友继续装模
板，谷某又将模板撬掉。 陈某得知后，与其
亲戚张某一道找谷某夫妇理论， 要求他们
修复撬掉的模板。双方为此发生争吵打斗，
造成谷某夫妇软组织多处挫伤。 法庭按过
错责任判决陈某赔偿谷某夫妇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等费用共计3787元。判决生效
后，法庭依谷某申请立案执行，但该案一直
未能执行到位。

在谷某家暖暖的火炉旁，法官邀请村干
部一起参与调解。执行人员首先给谷某和陈
某拜年。 尔后，他们与村干部及周边群众一
起现场查明陈某屋檐越界情况。在法官一番
耐心的劝解下，陈某认识到了其屋檐越界是
错误的，对致伤谷某夫妇真心表示歉意。 谷
某则对自己未和陈某协商而擅自撬掉陈某
建房模板，请求陈某谅解。 陈某当场付给谷
某夫妇赔偿款3787元。双方均表示今后要正
确处理好邻里关系，和睦相处。

联体姐妹首次“游泳” 预计下周可康复出院

“视频聊天”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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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2月 7日

第 201203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75 1000 575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201 160 192160

1 5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2月7日 第201201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4471958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9
二等奖 1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208873
0 16504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13
91606
156864

12249367

43
3019
53125
440780

3000
200
10
5

1205 28 30 02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