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陈薇）
经 过 两 天 激 烈 的 比 赛 ， 2012
“同升湖杯” 湖南省第二十届体
育舞蹈 、 第二十二届国际标准
舞锦标赛于8月12日在长沙圆满
结束 。 本届大赛共有88支代表
队 、 3200多名选手参赛 ， 参赛

选手中年龄最大的77岁 ， 最小
的 4岁 ， 分为两百余组进行比
赛， 每组分别评出前六名。

“同升湖杯 ” 湖南省体育
舞蹈 、 国际标准舞锦标赛已持
续举办20多年 ， 在我省成为品
牌赛事 ， 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

影响 。 在省体育局 、 省文联 、
省舞蹈协会 、 各市州体育局 、
文联的鼎力支持以及省体育舞
蹈协会 、 省国标标准舞总会的
合作下 ， 推出了一大批舞蹈高
手 ， 带动了全省舞蹈事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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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国内的许多城市，几乎都和长沙一
样有中山路、解放路、八一路……不过
在长沙 ，“一步两搭桥 ”、“南倒脱靴 ”、
“出入是门 ”、“平地一声雷 ”、“二元坡
子”等名字特别的老街小巷 ，凸显出长
沙的与众不同之处。

老街巷是保留整个城市风骨与韵
味的所在。 一条老街巷是一个故事，让
人回味无穷； 一条老街巷是一段历史，
让人追古思今； 一条老街巷是一个标
志，让人见名知景。 遗憾的是，随着城市
建设的步伐加速，长沙的老街巷面临消
亡的命运。

沿袭千年的街巷正在消失
考古发掘证明， 长沙城中心自汉代

至今，历经2000余年而未变。 从明清两代
留下来的10多幅长沙城池图可知，现在的
马王街、化龙池一带，坡子街、太平街一
带，潮宗街、通泰街一带尚存的老街小巷，
其走向、建筑布局、街道名称等，在明清时
期就已定型。 长沙古城自形成以来，老街
巷的骨架沿袭至今，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
是罕见的。然而，随着棚户区改造启动，街
巷里弄离我们渐渐远去。

8月7日，记者顶着烈日穿行于长沙
老街巷，在感受文化积淀的同时 ，也深
感许多街巷的命运岌岌可危。 在即将开
始棚户区改造的北正街及小西门一带，
红色的“征”字随处可见，一些地方已经
筑起蓝色的围挡，整治改造蓄势待发。

据悉， 在北正街棚户区改造中，北
正街、紫东园巷、西园巷、高升门巷、成
功街、通泰街、寿星街等都在拆迁范围
内。 此外，为拉通太平路，启动了太平路
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包括
福胜街、路边井街、木牌楼巷、衣铺街 、
铜铺街等。 这意味着，不久之后这些街
巷都将从地图上消失。

1986年，长沙城市地名普查后，出版

了《长沙市地名录》，共记录长沙的街巷
1026条。 1998年，省文史馆馆员陈先枢和
摄影家罗斯旦合作出版了《长沙老街》，书
中只录了长沙街巷716条。进入21世纪，城

市建设大提速 ，许
多街巷成片消失 。
一直呼吁保护老街
巷的陈先枢告诉记
者， 从上世纪90年
代末至今， 长沙至
少消失老街巷500
多条，“其中有不少
是2000年前后 ，因
打通断头路改善交
通而消失， 但更多
的是近几年棚户区
改造和商业开发所
致。 ”

每一条老街巷都有一段故事
在漫长的岁月中，长沙形成了具有

本地文化特色、反映古城变迁的绝妙地
名。 “南门到北门，七里三分。 ”这是解放
前长沙老街的长度，在这段并不长的路
上，留下了众多耐人寻味的地名。

长沙老街巷的命名，取材广泛，寓意
深邃。老长沙人都记得一段顺口溜：“一步

两搭桥，三公里，四方塘，五家井，六堆子，
七里庙，八角亭，九（韭）菜园，十间头，百
善台，千佛林，万祠巷。 ”一串闪烁着数字
光辉的街巷中， 最特别的是 “一步两搭
桥”， 这条位于天心区的小巷， 西起磨盘
湾，东到小乐嘉巷，是唐代长沙城护城河
经过之处， 护城河上有两座并列的桥，间
隔距离仅一步之遥，故此得名。

此前，长郡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秦洁
做客湖南图书馆湘图讲坛 ，以 《街巷地
名存古韵》为题，讲述他所了解的长沙
老街巷。 秦洁表示，长沙的许多地名中
都残留了历史文化的印记， 如官僚制
度、经济面貌、交通状况、宗法制度等 。
如藩正街、藩后街因位于藩司所在地附
近而得名；盐道坪、都正街分别因位于
盐道署、都司的所在地而得名 ；贡院街
是清代贡院所在地；修文街取 “大修文

治”之意。 此外，不乏以历史人物名字命
名的街巷，如药王街是纪念药王孙思邈
而得名；晋朝醴陵人丁鳌山，任太守，为
官清正， 后世将其居所葬地称醴陵坡
(今里仁坡 )加以推崇；汉代贾谊谪居长
沙，定王刘发筑台望母 ，于是便有了太
傅里、定王台千古之地。

秦洁发现，长沙老街巷的名字还与
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对传统文化心理的遵循和对
佛、神的崇拜有关，可以说每一条老街
巷都有故事。

老街巷的记忆谁来珍藏
在北正街，街坊邻居们搬迁在即，不

过大家仍然饶有兴致地围拢而坐，打上几
圈麻将。“以后搬到安置小区，大家各奔东
西，不知道还能不能见面。”在北正街住了
30多年的刘先生，希望把在北正街生活的
这份记忆珍藏。

一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表示， 高楼
林立是现代化城市的符号，但是寄居其中
的老街巷，更能直白地告诉后人，这座城
市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一座城
市不能只有钢筋水泥的骨骼，更要有阡陌
纵横的像街巷一样的血脉和灵魂，这才是
城市文化的根基。

“一座城市的高度，不在楼有多高，
而在历史底蕴有多深。 ”陈先枢认为，老
街巷虽然显得矮旧一点，但是浓缩了城
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人文精神，不是简
单的砖木、钢筋、混凝土及建筑构件的
堆砌，而是历史、文化、经济等积淀多年
的结果，是城市个性风貌的体现 ，保护
老街巷就是留住历史的文脉。 老街巷被
抹去的命运已无可挽回，让陈先枢更痛
心的是，老街巷消失后 ，别致的名字和
所蕴含的故事也将不复存在 。 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

在陈先枢看来，老街巷的保护和现
代城市建设完全可以融合共生，把老街
巷的历史建筑修缮好，也会带来长远效
益。 太平街、化龙池等历史街区的“有机
更新”模式就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经过
修缮后的太平街、化龙池 ，不仅居民居
住条件大为改善， 且商业价值看涨，综
合效益不断攀升。

民族器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
历史，然而，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等
西洋乐器日趋普及，民乐受关注的
程度日渐减弱，听一场民乐演奏会
成了一件难事。 8月17日晚，青年二
胡演奏家张音悦将在省歌舞剧院
实验剧场举行 “悦动听二胡演奏
会”， 观众将现场品味二胡与各种
艺术门类的合作，体验不一样的感
受。 她的专辑《指尖上的心弦》也将
在演奏会上首发。

张音悦从小喜欢文艺，6岁时即
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练琴。 当时，她
父亲是一位下放农村的知青， 吹拉
弹唱无所不通， 她从小就受到音乐
熏陶，尤其喜欢拉二胡。 后来她师从
高峰、程辉庭、周敦戡等著名二胡演
奏家。 1998年，她又到中央音乐学院
民乐系进修，跟随赵寒阳、于红梅学
习。 演奏水平上升到一个新台阶的
张音悦， 获得2000年全省民乐大赛
二胡专业组金奖， 还在大型二胡协
奏曲《满江红》中担任独奏，获得民乐
界高度评价。

2003年， 她作为特殊人才进
入省歌舞剧院民乐团。 凭着娴熟
细腻的技法、 端丽清婉的舞台形
象、 优雅灵动的演奏风格和对乐
曲的游刃自如的驾驭， 张音悦成
为民乐界一颗闪亮的明星。

“悦动听二胡演奏会 ”，是继
2005年和2010年之后， 张音悦的
第三场演奏会。 她告诉记者，此次
演奏会将有不少新的尝试， 演出
的12首曲子中，有9首是她的二胡
和别的艺术门类合作，包括竖琴、
古琴、小提琴、吉他、现代舞、女中
音爵士乐、街舞。 其中，二胡与街
舞、竖琴、女中音爵士乐演唱的合
作演出，在国内还是首次。 尤其是
二胡与街舞， 一个是民族器乐的
典型代表，另一个是现代、时尚的

代名词，两者看起来格格不入，而
演奏会上将共同表演一曲 《空山
鸟语》。

“民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碰
撞和结合， 也许能给民乐找到一
条更宽广的路， 我很期待这样的
尝试。 ”张音悦说。演奏会从6月份
开始筹划、 排练。 在一些新尝试
中，不同的乐器需要不断磨合，才
能增进相互之间的默契。 所有的
排练同时进行， 有时张音悦一天
有6档排练。

省歌舞剧院转企改制后 ，民
乐团面临如何走市场实现发展的
问题。 张音悦表示，民乐团把此次
演奏会当成一次预演， 未来民乐
团计划做一些小而精的演出 ，通
过不同形式的合作， 扩大民乐的
影响力。

在刚刚结束的湖南省第四届
“洞庭杯 ”民乐大赛上 ，由张音悦
任评委的长沙赛区，有600多人参
赛。 在张音悦看来，虽然这些年民
乐已经比不上钢琴和小提琴的普
及，但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乐，其
实不乏群众基础。 她将湖湘民乐
的推广视为自己的责任，提出“让
民乐走进校园来推广普及， 培养
观众”。

张音悦现在身兼省歌舞剧院
民乐团副团长、乐团首席、省民族
管弦乐学会副会长， 她坦言练了
20多年的二胡， 将是一辈子的追
求。 “担任副团长让我觉得自己责
任更重了，既要自己做到最好，还
要带领乐团的年轻演员进步。 ”

■文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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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老街巷消失了，长沙味还在吗

■文化大观园

8月13日， 即将开始棚户区改造的北正街及小西门一带，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
围挡施工。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同升湖杯”舞蹈比赛闭幕

经过全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的反复酝酿 、 逐级遴选 ， 经过各选举
单位的共同努力 ， 2270名党的十八大
代表已经全部选举产生了 。 他们将肩
负全党8000多万名党员、 400多万个基
层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 ， 带着全国各
族人民的愿望和期盼 ， 光荣地出席党
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在此 ， 我
们对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的同志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

党的十八大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们
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选出符合中央要
求、广大党员拥护的党代表 ，对于开好
十八大至关重要。 去年十月以来，各选
举单位党组织认真按照中央的部署要
求，严格履行党章、充分发扬民主、切实
加强领导、坚持选好选优 ，圆满完成了
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 选举产生的十八
大代表，政治素质好、议事能力强，结构
合理、分布广泛，具有先进性和广泛代
表性，为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一个代表一面旗。 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重大问题
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从全体党员中
逐级遴选出的优秀分子，一言一行体现
党的形象，备受社会关注。 党的十八大
代表要带头遵守和贯彻党章，按优秀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从思想上、行
动上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带头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政治、顾大局、守纪

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带头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不断改进思想作风 、工作作风
和生活作风，赢得党员群众公认 ；带头
创先争优 ，服务大局 、服务群众 ，在生
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作
好表率。

使命高于一切 ， 责任重于泰山 。
党的十八大代表将听取和审查中央委
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
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问题 ， 选举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 。 十八大是实行党代
表任期制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 ， 与过去相比 ， 这一届代表肩
负的责任更重了， 素质要求也更高了。
每一位十八大代表都要进一步增强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 积极参加党
组织举办的学习培训 ， 加强应知应会
知识学习 ， 提高履职尽责能力 。 要坚
持群众路线 ，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 摸
实情、 听民声、 问民计， 把广大党员、

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十八大上去。
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
态参与十八大的各项议程 ， 正确行使
民主权利 ， 忠实履行代表职责 ， 积极
建言献策， 为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做出
应有的贡献 。 闭会期间 ， 代表们要时
刻牢记使命 ，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八
大精神 ， 密切联系党员群众 ， 立足本
职干实事 、 拼搏奉献创一流 ， 在推动
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盛世迎盛会，党心聚民心。 我们坚
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 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
力，党的十八大一定能开成一次团结的
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为党和
国家发展描绘更加美好的蓝图，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谱写更加灿烂
辉煌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载8月
14日 《人民日报》）

肩负神圣使命 忠实履行职责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秦刚13日在此间回答记
者提问时证实， 应中国外交部邀
请，叙利亚总统特使、总统政治与
新闻顾问夏班将于14日访华。 同
时， 中方也在考虑近期邀请叙利
亚有关反对派组织访华。

有记者问：据了解，叙利亚总
统特使、 总统政治与新闻顾问夏
班将于近日访华， 请介绍有关情
况。 中方接待夏班访华是基于何
种考虑？

秦刚答：应中国外交部邀请，
叙利亚总统特使、 总统政治与新

闻顾问夏班将于8月14日抵华进
行访问。 访问期间，杨洁篪外长将
与其会谈。

秦刚表示， 为推动叙利亚问
题的政治解决，中方一直在积极、
平衡做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工
作，敦促其切实落实安南“六点建
议”、安理会有关决议和叙利亚问
题“行动小组”日内瓦外长会议公
报， 立即停火止暴， 切实保护平
民，通过政治对话化解危机。 接待
夏班访华是中方上述工作的一部
分。 同时，中方也在考虑近期邀请
叙利亚有关反对派组织访华。

叙总统特使将访华
近期或邀叙反对派组织访华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秦刚13日表示，日前，利
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向国民大
会和平移交权力， 标志着利比亚
政治过渡进程又迈出了重要一
步，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有记者问：8月8日，利比亚“国家

过渡委员会” 向新当选的国民大会
和平移交权力，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表示， 我们衷心希望利
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
荣发展。 中方愿同利方共同努力，
推动中利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
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欢迎利和平移交权力

据新华社开罗8月12日电 埃
及总统穆尔西12日解除了国防部
长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的职
务， 任命阿卜杜勒·塞西和西德
基·苏卜希分别为新国防部长和
总参谋长。

总统发言人阿里通过国家电

视台宣布， 新国防部长塞西兼任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

阿里宣布， 最高上诉法院副
院长马哈茂德·马基被任命为副
总统。

发言人说， 坦塔维和阿南同
时被任命为总统顾问。

埃及总统任命新国防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根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 国务院日前
批复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的 《无
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发展规
划纲要 （2012—2020年 ）》， 表示
原则同意此规划纲要。

批复指出， 无锡国家传感网创
新示范区的建设和发展要把技术创
新作为物联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传感网创新
示范区， 充分发挥促进我国物联网
健康持续发展的示范作用。

国务院同意其规划纲要
无锡规划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 邹伟 ）
记者13日从公安部获悉， 在公安机关的长期努
力下， 潜逃加拿大近八年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
人高山已于近期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

高山， 原任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
河松街支行行长， 在2000年至2004年间， 伙同
他人采取不法手段， 骗取多家受害单位的巨额
资金， 涉嫌票据诈骗犯罪。 案发前， 高山及相
关涉案人员于2004年12月潜逃境外。

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
高山回国投案自首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3日电 据新疆和
田地区于田县人民政府初步统计， 发生于12日
18时47分的于田县6.2级地震已造成当地186
户、 1056人受灾， 当地紧急安置350人。 目前，
损坏房屋70间、 畜圈91座、 死亡大牲畜56头、
小牲畜576头， 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

据和田消防支队负责人介绍， 震中周围50
公里为昆仑山冰川覆盖， 属无人区。

新疆发生6.2级地震
致1056人受灾 未发现人员伤亡

8月13日， 上海市消防局在吴淞国际邮轮码头举行大型水上消防演习， 演习旨在提升消防船水域灭火救援能
力， 为提升自防自救能力打下基础。 图为消防船在向发生 “火情” 的国际邮轮喷射水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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