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5日讯（通讯员 欧阳权 记者 周小雷）炎陵县
人武部联合县委宣传部近日创作的歌舞剧 《朱军长挑粮上
井冈》、小品《我就是兵》，进入排练阶段。这是炎陵县充分利
用红色文化资源弘扬先进军事文化的又一事例。

近年来， 炎陵县先后投入4000余万元兴建全国惟一的
红军标语博物馆，修建“军魂广场”，修缮10余处革命旧址，
形成了霞阳、水口、中村革命遗址群。同时，他们还组织人员
拍摄制作电视专题片《红色热土———炎陵》，在城区主要交
通路口设置国防公益广告宣传牌。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潘尚德 吴红艳）
近日，首届湘黔渝边区少儿才艺大赛在花垣县拉开帷幕。本
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湘黔渝边区的文化交流， 由文化部
艺术服务中心、教育部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主办，湘、黔、渝边
区的花垣、松桃、秀山3县承办。活动的主题为“健康成长在
边城，童星放彩耀中华”，比赛内容有舞蹈、声乐、器乐、国术
配乐、诗朗诵、相声小品、书画等。

湘黔渝边区少儿才艺大赛在花垣举办

本报6月25日讯 （通讯员 张兴林 霍倩 记者 周怀立）近
日，炎陵县政府公布了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7处。目前，
该县保留文物遗存150余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
级12处、市级8处、县级40处。

据了解，自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开展以来，炎陵
县通过普查，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261处，其中新发现169
处。为巩固普查成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炎陵县政府将27
处不可移动文物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该县
文物部门负责人介绍， 这批文物保护单位中， 有古遗址10
处、古建筑9处、石刻1处、近现代纪念建筑及重要史迹7处。

炎陵新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7处

炎陵弘扬先进军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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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代会代表热议领导讲话精神

经典作品
代表时代文艺成就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
表大会今天开幕。下午与会代表们分组讨论，学习领会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的讲话精神，
审议大会工作报告和《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修改草案）》。

分组讨论中，代表们畅所欲言，就文艺创作如何出精品、如何对
文艺界进行政策扶持、文艺人才培养、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代表们表示，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十八大前召开文
代会，非常及时而且必要。省委领导和中国文联领导的讲话，高屋建
瓴，切合实际，为文艺界指明了方向，对湖南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实现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充满了信心。

作家阎真说，当前文学艺术界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出
精品、出经典。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不是以数量论，而是看流传
的经典有多少。出精品和经典，既是时代要求，也是文艺家的使命。省
曲协主席任军表示，希望政府加大投入，拿出具体的扶助政策，让公
认的文艺大家成为社会的宠儿。省湘剧院演员左大玢说，湘剧是国家
保护的剧种，但是演员待遇太低，留不住人才，希望能有所改善。有代
表建议，以更大的力度扶持精品和人才，创造大师成长的土壤。

湘籍文艺人士文代会
畅谈心中所想

本报记者 陈薇

这是一场文艺的盛会，来自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
法、影视、文艺评论等门类的湘籍文艺精英聚集在湖南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现场，星光熠熠。

这是一个艺术的节日。蓦然回首又5年，会场外的成就展览展
示着2007年至2012年间我省在文学创作、艺术展览、舞台演出、影
视等众多文艺领域的优秀作品，硕果累累。

这是一次深情倾诉， 老中青三代的文艺人士畅谈心中所思、
所想、所感，酣畅淋漓。

88岁高龄的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坐着轮椅来了， 至今湖南已
经举办了9届文代会，每届他都来。“虽然我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太
方便，但我仍坚持参加今年的文代会，为的是表达一个老艺术工
作者忠于职守的责任感。”满头银发的李老思维依然敏捷，如今他
仍身兼数职，为文艺工作贡献着，“我还没有退休，湖南文艺界今
日取得的成就让我倍感骄傲，也备受鼓舞。我会继续发挥余热。”

处于创作顶峰期的湘籍著名作曲家杨天解在这5年里收获颇
多，由他作曲的《娥眉姐》、《天山芙蓉》、《我是花下肥泥巴》等作品
在音乐、舞蹈、电影三大领域均获大奖。杨天解认为，这次文代会
展示了湖南文艺领域的硕果，每一位湘籍文艺人士都有义务将湖
湘文化的品牌做大做强、 推向全国。“创作艺术的过程枯燥而单
调，年轻人必须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刻苦钻研自己的专业，在我
看来‘一夜成名’只是神话。”杨天解说。

温婉优雅的湘妹子朱晓玲是常德丝弦艺术团的团长，在今年6月
中旬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中，常德丝弦《乡嫂
骂夫》从众多参赛曲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节目提名奖。朱晓玲认为，
有生命力的艺术必须从生活中提炼，《乡嫂骂夫》 的题材取自农村基
层，雅俗共赏，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朱晓玲表示，参加这次文代会她
受益匪浅，各界文艺人士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从中得到提高。

胡红霞是桃江县文联主席，如何开展好基层文化活动是她平时
考虑最多的问题。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桃江县文联经常利用
节假日、纪念日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并成立了
摄影、群众艺术团等多个协会，为艺术团的表演提供机会和平台；有
时，也会邀请一些专家传授经验。群众有了丰富的文化业余活动，玩
牌、打架、斗殴等不良现象也明显减少了，文化艺术在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在悄悄提升着人民群众的文明素质。

会场上，湘籍文艺人士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这是一个文艺的夏天，这是一次艺术的展示，那歌、那舞、那

诗、那画，在湖湘大地上尽情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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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林

在潇湘大地上，留存、散落着许多
古村落古民居，它们融自然山水、传统
道德、乡风民俗、建筑理念于一体，在我
国南方古村落古民居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位置。不过，由于保护体系不完善，同
时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
些古村落消失或遭到破坏，保护已迫在
眉睫。

今年4月1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要求
各省（市、区）摸清传统村落底数，加强
传统村落保护。至6月，湖南的摸底调查
工作基本完成， 记者从省文物局获悉，
我省目前有古村落251个， 散落的单体
古民居建筑880栋， 其中仅28%保存较
好，整体状况不容乐观。

全省保存较好的仅占28%

湖南历史悠久 ，古村落古民居资
源相当丰富 。 据省文物局今年的调
查 ，目前湖南共有古村落 （含古城 、古
镇中的古民居建筑群 ）251个 ，散落的
单体古民居建筑880栋，建筑面积5100
多万平方米 。其中 ，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33个 ，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
个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8个 ；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村8个 ， 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38个。

这些传统村落广泛分布于全省，但
主要集中在湘南、湘西，这两个地区占
全省的78%。其中，衡阳有古村落50个，
散落的古民居140栋； 自治州有古村落
48个， 古民居102栋； 怀化有古村落38
个，古民居279栋；永州有古村落31个，
古民居26栋；郴州有古村落23个，古民
居110栋。

湘东、湘南、湘西、湘北、湘中古民
居的风格各有不同。从建造者的身份来
看，有官式庭院、富商豪宅、普通民居；
从建筑特点上讲，有窨子屋、天井屋和
单门独院；从建筑材料看，有砖木结构、
纯木结构和石木结构等； 民族属性方
面，有汉族村落，也有苗寨、侗寨、瑶寨、
土家村寨。这些古民居大多有百年以上
的历史，较好地保持和延续了其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集中反映了当地建筑的
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和其他省份类似，湖南古村落古民
居保护形势严峻。据此次调查，目前全
省保存好的和较好的占28%；保存较差
的占26%，保存一般的占46%。已有少量
古村落古民居对外开放， 如凤凰古城、
张谷英村、上甘棠村等，大部分尚未对
外开放。

“空心”古民居亟待保护

据省文物局文化遗产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 我省古村落古民居保护现状
不容乐观。 调查中发现， 随着大量农
民拥向城市， 许多古村落古民居无人
居住 、 管理 ， 空置的现象较为严重 。
古村落古民居大多为砖木结构， 因其
年代久远， 自然损坏严重， 如梁架木

质老化、 腐朽， 屋顶缺损、 渗漏 ， 墙
体开裂， 砖石风化等。 个别地方政府
不够重视， 导致部分古村落古民居在
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被拆毁。 古
村落古民居中的住户， 根据生产生活
需要， 随意翻修和改造传统建筑， 并
大量使用钢筋、 水泥、 铝合金等现代
建筑材料， 致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遭到破坏。

相关的法律 、 政策也亟待完善 。
目前， 我省还没有出台古村落古民居
保护管理的专项政策法规。 除少数被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的古村落外， 其他的很难做
到科学保护 。 投入不足 、 资金匮乏 ，
严重制约了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利用。
盗窃建筑构件时有发生， 一些精美的

木雕、 石雕等古民居建筑构件被盗拆，
或因盗拆而损毁。

针对这些问题， 省文物局专家建
议， 将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利用纳入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城乡建设规
划、 财政预算和实行领导责任制。 结
合新农村建设、 基层文化建设和旅游
发展， 制定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规划，
尽快出台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管理措
施。 此外， 还要建立古村落古民居记
录档案， 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 树立保护标志， 成立保护管理机
构 ， 明确保护职责 。 建立政府为主 、
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 探索古村
落古民居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合作双
赢的新模式， 让保护利用成果惠及于
民。

湖南传统村落调查结果显示———

古村落古民居仅28%保存较好
■文化视点

■文化大观园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
6月29日 ，金鹰955电台 “2012长
沙戏剧谷 ”第三出 ，推理女王阿
加莎·克里斯蒂人性与推理结合
的巅峰之作 《命案回首 》将在长
沙红色剧院上演。届时16年前鲜
活的记忆和16年后模糊的真相

将在舞台交替出现，为观众带来
新一轮的脑力激荡。

《命案回首》 最大特点是在
“回首”两字上，以过去回忆的再
现重组与人性的层层揭露为全剧
的看点与核心。 由于案发之日离
最终结案的时间间隔16年之久，

因此， 如何在这16年后当事人的
口述中剥丝抽茧，找出破绽，抓出
真凶成为该剧的最大看点。

据了解，此次《命案回首》在
演出中，舞台将在观众面前进行
华丽变身。为了让观众在观剧时
没有跳戏或者产生隔膜感，能让
他们随着剧情立刻回到16年前，
剧组将直接在观众眼皮底下切
换场景。

悬疑话剧《命案回首》将上演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
近日，我省作家王开林的两部历
史人物随笔新著《国士无双———
北京大学的龙虎象 》和 《国士无
双———清华大学的龙虎象 》，由
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

书中，王开林以绘声绘色的
笔法描述了北京大学的13位大
师级人物和清华大学的14位大
师级人物的传奇经历、学术成就
和社会影响。如蔡元培的休休有
容，陈独秀的桀骜不驯 ，刘师培

的“笑熬糨糊”，辜鸿铭的精灵古
怪，周作人的歧路亡羊 ，梁漱溟
的正直刚烈，以及梅贻琦的“慢、
稳、刚”，王国维的死亡谜团，梁启
超的自相矛盾，陈寅恪的博大精
深，沈从文的纯粹善良等 。这些
人物形神俱足， 令人过目难忘。
王开林多年来潜心创作历史人
物随笔，至今已出版25部著作。

王开林新著《国士无双》出版

江永县上甘棠古村。 通讯员 摄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陈薇）
“正经与不正经———美伦美术馆
当代艺术收藏展 ” 昨天在湖南
美伦美术馆开展。

展 览 展 出 了 吕 鹏 、 李 晓
伟 、 马堡中 、 沈敬东等 8名艺
术家共9件作品 。 之所以将此

次展览主题定为 “正经与不正
经 ”， 美伦美术馆馆长陈荣义
解释说， 展出的作品中艺术家
们通过自己成熟的艺术语言平
静地描绘了人类生活中正经与
不正经的本质 。 《空城计 》 、
《当沙鹰邂逅香奈儿 》、 《米老

鼠与英雄》、 《幸福指数之三 》
等作品既体现了江山 、 权力 、
战争等正经事 ， 也 涵 盖 了 市
井 、 嬉笑 、 娱乐等不正经事 ，
艺术家们用画笔表达了自己对
“正经与不正经是生活的孪生
体” 这一观点的理解。

该展览是美伦美术馆的首
个当代艺术收藏展 ， 展期持续
至7月24日结束。

当代艺术“话”正经与不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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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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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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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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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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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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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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