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城上演大型民俗活动“装故事”
本报2月10日讯（记者 李国斌）2月7日，是农历正月十六，汝城县爆

竹声声，鼓乐喧天，该县城郊乡厚坊村精心准备的大型民间民俗活动“装
故事”火热上演，吸引了县城周边数万群众驻足观看。

“装故事”是汝城县独特的民间文化活动，迄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主要反映古代戏剧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典故、传奇或具有诗情画意的
事情，每台“故事”都能完整地表现出传奇故事情节。这次故事会共装有
“金龙献瑞”、“福禄寿喜”、“韩信拜帅 ”、“连年有余 ”、“孟丽君 ”、“遇皇
后”、“长坂坡”、“穆桂英挂帅”、“完璧归赵”、“贵妃醉酒”、“白氏盗草”、
“花木兰”、“定军山”等13台“故事”，有几十位小朋友参加表演。

每台“故事”设一个“故事”架，“故事”架上有2至3个小孩穿着各式各
样的戏服，扮演故事戏的主角，然后由4个人抬起穿街过巷。整台故事由
数十个“小故事”组成，有数百人参与抬拱，队伍浩浩荡荡按预先选好的
路线游行，期盼新年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泸溪傩面具赴台参展受青睐
本报2月10日讯 （通讯员 向晓菊 向敏谦） 2月8日， 笔者从泸溪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到， 该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傩面
具传承人梁铁， 于春节期间赶赴台湾参加第二届 “守望精神家园———
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 活动， 受到专家、 学者和游客的青睐。

此次傩面具参展时间从1月25日至2月15日， 传承人梁铁共带傩面
具作品10余件、 凿花10个纹样40余件作品参加。 此外， 梁铁还在现场
演示傩面具雕刻技艺， 老人娴熟奇特的手法和傩面具独特的艺术感染
力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看。

傩面具是泸溪县古老的民族民间手工技艺之一， 主要流传于该县
兴隆场、 浦市、 白洋溪等乡镇。 泸溪傩面具种类繁多， 按功用造型可
分为祭祀面具、 驱鬼面具、 战争面具、 开山面具、 跳香面具等， 被广
泛应用于驱鬼逐疫、 傩戏、 祭祀等多种民俗活动， 体现了一个民族或
一方人群的生活风貌、 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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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湖南出版政府奖
获奖名单

二、 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获奖名单 (共4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 制作单位

洞庭鱼米乡
纽曼电子书
《光明日报》 网络版
中国有色金属知识库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出版社

一、 图书奖获奖名单 (共8种)

书 名 作者 (译者) 出版者
湘方言研究丛书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
吴冠中全集

21世纪门静脉高压症外科学
从狭义相对论到标准时空论
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
践
新中国粮食工作六十年
恰同学少年

鲍厚星主编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
水中天、 汪华、
吴可雨、 邹建平主编
刘浔阳著
谭暑生著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写

唐正芒著
黄晖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中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潭大学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三、 装帧设计奖获奖名单 （共3种）

作品名称 出版单位 设计者

安塔拉传奇
念楼学短
张羽 ———一位当代艺术家
的个案研究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谢 颖
肖睿子

张 羽

四、 印刷复制奖获奖名单 （共5种）

产品名称 印刷复制单位 出版单位

中国生物多样性地理图集
故事湖南
九龙艺海 （上、 下）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古代图书印刷史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岳麓书社

五、 报纸奖获奖名单 （共2种）

报纸名称 主办单位

湖南日报
潇湘晨报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六、 期刊奖获奖名单 （共4种）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新湘评论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南农业
散文诗

中共湖南省委
湘潭大学
湖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益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七、 先进出版单位奖获奖名单 （共12家）

获奖单位 获奖单位

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航顺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市新闻出版局 （版权局）
郴州市 “扫黄打非” 工作小组办公室

八、 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奖名单 （共15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丁双平
李小山
孙 佳
孙桂均
雷 鸣
李梁宁
龙钢跃
任晓锋
余三定
王中燕
唐拓平
龙 挺
王续文
王体泽
刘小平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
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科普、 生活图书事业部主任
湖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文萃报系管委会副主任、 总编辑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 长沙晚报总编辑
湖南教育报刊社党委副书记、 社长
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 《云梦学刊》 主编
湖南奔腾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湖南弘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数字时代出版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长沙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
衡阳市新闻出版局 （版权局） 党组书记、 局长

首届湖南出版政府奖
提名奖获奖名单

一、 图书奖提名奖获奖名单 (共16种)

书 名 作 者 (译者) 出 版 者

不再饥饿———世界的袁隆平
书香三千年
民国学案
中国海洋国土知识地图集
世界是平的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 研究

邓湘子、 叶清华著
罗树宝著
张岂之主编
佘世建、 周建平、 罗康主编
何帆、 肖莹莹、 郝正非翻译
石鸥、 吴小鸥编著
郑贤章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地图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 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提名奖获奖名单 （共8种）

出版物名称 出版、 制作单位

袁隆平
国歌颂
中华针灸大成
飞天梦
《申报》 网络版
红色青春季
华声手机报
“你说话吧” 网络专刊

潇湘电影制片厂音像出版社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电子音像出版社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星辰在线网络传播有限公司

三、 装帧设计奖提名奖获奖名单 （共12种）

作品名称 出版单位 设计者

永州石刻集萃
书香三千年
丁文江文集
百年周立波
中国古代图书印刷史
梅奴刻印
诗水流年
湘学
“新世纪 新十家” 丛书
洞庭天下水
湘西瓦乡话风俗名物彩图典
故事湖南 （第一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岳麓书社
岳麓书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陈新
周爱华、 徐小芳
熊玉心
肖睿子
刘峰
李杲伟
戴宇
谢颖
罗俊南
张毅
周基东
陈瑜

四、 印刷复制奖提名奖获奖名单 （共10种）

产品名称 印刷复制单位 出版单位

2006-2007中国艺术品市场
研究报告
李先闻自述
湘博志
曾国藩研究 （第三辑）
圣莲
龙城
数学 （八年级 上）
哈军工传 （上、 下）
湘语研究 （第一辑）
风尚听读———海子最美的
100首抒情短诗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公司

湖南省远景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湘潭大学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出版中心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 名 作 者 (译者) 出 版 者

抗日战争美术图史
肝胆胰外科复杂手术技巧
洞庭湖湿地资源与环境
第一推动丛书
奇迹花园
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
经济学300年 （第三版）
影响世界的50部经典名曲———
奥伊伦堡总谱+CD
有色金属资源循环理论与方法

黄宗贤著
吴金术著
袁正科著
吴忠超、 李泳等翻译
汤素兰著
陈谷嘉著
何正斌编著
路旦俊翻译

郭学益、 田庆华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南大学出版社

通讯员 龙恩泽 本报记者 李国斌

春节期间，受花垣县文化部门之邀，县里的边城汉剧团登台为群众
表演，该团自编自演的《边城新人》、《儿多母苦》、《白粉泪》等5部具有现
实意义的现代汉剧，获得观众好评。

汉剧是花垣县的地方戏曲之一， 有着数百年历史，2006年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多年来几经风雨兴衰，汉剧在该县
已濒临失传。为了振兴汉剧，花垣县的一对花甲夫妇从2003年以来，将自
己的近10万元退休金，投入到传承汉剧之中。这对夫妇是该县团结镇老
鸦塘村退休老人梁玉芝夫妇。

梁玉芝年轻时就一直在汉剧团工作， 退休之后， 便邀请了花垣、保
靖、永顺和龙山等地原来一起共事的老演员，一共20多位，组建了“边城
汉剧团”，搭台为群众唱戏。

老演员们为排练剧目不辞辛苦。有一次剧团为了把自编自演的汉剧
《边城新人》录制成光碟保存下来，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排练。录制的当
晚，不足两个小时的戏，他们反复表演，从天黑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太阳出
来才录制完成。录完后，每个人都又累又困。年轻的摄影师感叹道，剧团
老演员的敬业精神真令人佩服。

节目编排是梁玉芝最开心和最苦恼的事，开心的是每次排练节目都
能感受到快乐，苦恼的是要花不少钱。边城汉剧团日常的排练、演出，演
员的生活费用和置办演戏所需的服装道具，除了当地企业和有关部门支
援一点外，主要是梁玉芝夫妇俩用退休金来支付。从2003年建团以来，他
们已投入近10万元。

梁玉芝告诉记者，她不惜花掉退休金，目的就是要让汉剧得到重视
和传承下去，让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据了解，边城汉剧团从建团
以来，先后走进花垣、保靖等地农村和学校，义演近200场次，免费开办10
多期汉剧学习培训班，吸引8岁到15岁的学生30多人参与。

通讯员 李先志

“今年过年 ，村民自办 ‘春晚’，村
里还有读书比赛、 龙狮比赛、 篮球比
赛， 样样文化体育活动都在我们村里
开了花。 ”2月6日元宵节，蓝山县火市
办事处雷家岭村农民雷丰义在看了村
里自发组织的闹元宵节目后高兴地
说。

春节期间， 蓝山县火市办事处雷

家岭村第三届春节联欢晚会暨闹新春
村农民运动会拉开了帷幕 ，8000多名
群众饱尝了一顿丰盛的乡土文化大
餐 。 在村里 “春晚”上 ，该村的打工能
人、企业老板、大学生，以及村里的“泥
腿子” 都是晚会的主角， 大家各尽其
才，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身在他乡的人， 逢年过节都非常
想念家乡。 晚会上，在上海工作的雷凯
旋唱了一首《想家的时候 》，以此来表

达他的思乡之情。 在上海同济大学读
研究生的雷电年年都参加了村里的
“春晚”，他说今年组织得更有条理，节
目质量和父老乡亲参与的积极性也更
高了。

村里女子舞龙队的领头人邓春
兰，今年春节期间是个大忙人，既要忙
村里的 “春晚”，又要忙春节期间的闹
新春活动。 为了各个舞龙节目的有序
开展，她提前拟好了计划，并发布了舞
龙节目演出的预告。 “从牌桌转移到舞
龙上来后， 身体心情都变好了， 今年
春节虽忙， 但忙得非常有意义。”

邝月秀是村里 “泥腿子” 文艺队

队员， 以前连说话都脸红的她， 参加
村 “泥腿子” 文艺队后， 慢慢地成了
队里的 “角儿”。 她与队员们自编自
演了舞蹈、 独唱、 三句半、 诗朗诵等
五六个节目。

就在村里 “春晚” 和闹新春系列
文艺演出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 农民
运动会也在热闹进行中。 村民们就篮
球、 拔河、 挑担子等比赛项目展开激
烈争夺。 获得挑担子第一名的村民雷
丰朝颇为自豪地说： “挑这80公斤的
担子， 可是我平时挑肥料上村里百叠
岭种茶叶练出来的 ！” 一句 “豪言壮
语”， 让全场群众都笑开了花。

本报记者 李国斌

近日， 于2009年被文物部门认定
的“不可移动文物 ”，位于北京东城区
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
拆，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梁林故居被拆
掀起的波澜， 再次暴露出城市建设和
文物保护的矛盾， 也给各地的文化名
人故居保护敲响警钟。

在近现代历史中，湖南人才辈出，
齐白石、沈从文、田汉等各类文化名人
数不胜数。截至今日，湖南的文化名人
故居还有多少？ 各处文化名人故居的
现状如何？记者2月10日从湖南省文物
局了解到， 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和省文物局的相关调查， 目前我省近
现代文化名人故居仅存47处， 其中一
些的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仅存47处

到凤凰古城， 沈从文故居是大部
分游人必去的景点。 这座具有浓郁湘
西特色的四合院建筑， 及陈列其间的
沈从文遗墨、遗稿 、遗物和遗像，成为
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 每天
参观人数达四五千。在益阳清溪村，因
为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在此孕育创作
了名篇 《山乡巨变 》，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往造访该村的周立波故居。

湖南文化名人故居并不止这些 。
据省文物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省目
前登记在册的近现代名人故居有300
多处，除去历史名人和革命名人故居，
文化名人故居仅47处。 现存的文化名
人故居中，有3处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分别是齐白石故居、沈从文故居
和魏源故居； 有1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另有18
处已在文物部门登记， 但尚未公布为
文物保护单位。

省文物局博物馆处有关负责人表

示，文化名人故居中，保护级别较高的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状况相对较好，其余的则
因自然、 人为等因素遭到不同程度的
损坏。目前，有15处需要进行修缮，8处
损毁严重 ，7处地面建筑已经被损毁 。
目前向观众开放的屈指可数， 只有沈
从文故居、周立波故居、齐白石故居等
10家可以接待观众参观， 其余均未达
到接待观众的基本条件 ，20余处名人
故居还有居民生活其中。

名人故居
是“看得见”的湖湘文化

中国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名誉主席
谭谈一直关注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的
保护和开发。2010年至2011年， 谭谈与
一位作家、一位画家、一位摄影家，花了
几个月的时间，对齐白石、欧阳予倩、黎
锦晖、黎锦明、白薇、萧三、成仿吾 、田
汉、蒋牧良、沈从文、贺绿汀、丁玲、张天
翼、谢冰莹、周扬、周立波、吕骥、杨沫、
白杨、康濯等湖南具有代表性的20位文
艺名家故居进行了实地考察。

谭谈告诉记者， 从实地考察情况
看，20位文艺名家故居保护状况可谓大
相径庭。有保护和开发得好的，如沈从
文故居、 周立波故居建筑保存完好，展

览亦比较完善； 有的故居建筑保护较
好，但开发得不够好，如齐白石故居、贺
绿汀故居、 欧阳予倩故居和周扬故居；
有的故居房屋尚存， 但已破烂不堪，如
黎氏八骏故居、谢冰莹故居、蒋牧良故
居等；有的故居已损，但已在原址重建
或改建做他用，如田汉故居已按原貌重
建，杨沫、白杨故居在原址改建为一所
学校；还有已基本不存在或者完全消失
的， 萧三故居只剩下屋前一口池塘，张
天翼故居则仅存几间马厩， 成仿吾故
居、白薇故居被水库所淹，丁玲故居、吕
骥故居、康濯故居已消失。

在谭谈眼中，文化名人故居是“看
得见” 的湖湘文化。“这些名人故居，记
录着一个文化代表人物的人生道路，装
满了湖湘文化的精神财富， 是一部书，
是一杆旗，是一所学校，是一座博物馆。
传播、宣传其承载的湖湘文化，能激励
一代一代的后辈人奋发图强，为湖湘文
化的创新和发展去奋斗。”谭谈说。

我省将出台相关保护开发规划

文化名人故居得不到有效保护的
关键在哪里？谭谈认为，公众还缺乏对
文化名人故居价值的认识， 还有立法
不健全和执法力度不够的问题。

名人故居中，分历史名人、革命名

人和文化名人3类。省文物局局长陈远
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过去我省对
历史名人故居和革命名人故居做了不
少工作， 而在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中
欠账比较多，“十二五”期间，省文物局
将把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保护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目前，省文物局正在
制订 “湖南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保护
开发规划”。计划通过“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 ，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 ”的文物工
作方针， 实现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保
护与新农村建设、农村文化建设、旅游
发展“四结合”。

陈远平表示，“十二五”期间，我省
将通过本体保护和陈列展览， 使文化
名人故居保存状况得到全面改善 ，使
文化名人故居内涵得到充分展示 。到
“十二五 ”末 ，通过实施系列文物保护
展示工程 ，实现 “省保 ”以上的近现代
文化名人故居有效保护率达到100%、
辅助陈列率达到100%、 对外开放率达
到100%；“县保” 以上的近现代文化名
人故居重大险情排除率达到100%，逐
步完成辅助陈列， 争取对外开放；“省
保” 以上被移作单位或居民用房的文
化名人故居，实施腾退搬迁；暂未公布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名人故居 ，由
当地政府公布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
位或挂牌保护。

保护好“看得见”的湖湘文化 花甲夫妇
10万退休金助汉剧传承

雷家岭村自办“春晚”乐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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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故居。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