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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张立红： 沿小径而行，“屈子
祠”赫然眼前。 两旁古木，郁郁葱葱，遮天蔽
日 。 当中一间 ，宽门大户 ，额墙竖刻 “屈子
祠”，遒劲洒脱。 拾阶入前庭，迎面朱匾上书
《离骚》经典，逐句读出，只觉浩然之气，忧患
之意，悠然而生。

@华声在线 沈田:再来屈子祠，感受着
伟大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抱石投
汨罗江， 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
爱国主义乐章， 深深感染着采访团的每一
位记者。

@腾讯 朱清华： 诗里说一江春水向东
流，而汨罗江却自东向西流入洞庭湖。 屈子
祠旁，汨罗江畔，假如一个人能在一条河流
中航行到永远，那这个人就是屈原，这条江
无疑是汨罗江。

@人民网 申亚欣： 汨罗江畔， 玉笥山
麓。 屈子祠在这里已伫立千年，庙宇被后人
一次又一次重建，“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
上下而求索”的屈原精神经久不灭。 青砖砌
墙，翠瓦飞檐。 身处其中，随处都可体味到
屈子祠深厚的底蕴，令人流连。

@搜狐 杜伟纯：香草美人遗世独立，爱
美之心人人皆有 ，向美 、求美的执着之心 ，
有多少人还追随着屈子的步履。

本报记者 荆彩 整理

本报记者 彭彭 荆彩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周湘益 徐典波

屈子祠镇东临汨罗市城郊，“蓝墨水
的上游”汨罗江流经该镇。 全镇总面积36
平方公里，辖16个行政村，人口22400余
人。

2300年前， 在这条名为楚堤的长堤
上，一位伟大诗人在他辉煌的暮年，写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
朽诗句。

2012年，是徐蔚明担任屈子祠镇屈原
纪念馆馆长的第8个年头。从2005年开始，
徐蔚明的全部时间都交给了屈原，从一个
门外汉成为研究屈子文化的专家，他已经
记不清多少次独自行走于这段江堤上。

堤边原来住着20多户人家， 依山傍
水，现在却都已离开，只留风景独好。李先
科原来的家就在汨罗江边， 紧靠屈子祠，
2007年花20多万新修了两层小楼。随着屈
子文化园规划的推进， 思想斗争了4个月
后，李先科离开江边的家，住进了镇里新
修的150平方米的安置房。 他说，“为了屈
原文化的发展，值。”听着祖辈讲屈原故事
长大的他，从20岁起就参加每年的端午节
龙舟赛，一直到55岁划不动才罢手。

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人，都能理解
这种别样的感情。

楚堤边是汨罗江湿地大草原，与屈子
祠隔江相望，面积近6万亩。汨罗江绕草原
边界旖旎而流，山水交映。 初来者会恍若
置身塞北草原，不知江南草场亦有如此的
辽阔壮美。 汨罗江两岸，自然与人文相会
于此，一面是山林的宝藏，一面是历史的
馈赠，令人神往。

“怀沙沉此地，两千年后唯有滩声似
旧时”。 太阳出来时，楚堤边牛羊成群，芳
草萋萋。 在全力保存屈子文化的同时，屈
子祠镇的农业生产也维持着天然古朴的
面貌。 全镇仍以养殖业为主，肉牛养殖达
20000头，牧草种植面积突破3000亩，鸡、
鸭、鹅养殖数量达到20万羽。 农业生产是
典型的生态农业、观光农业。

2009年，镇里提出建设屈子文化园的
战略构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亲

笔为屈子书院题写院名。 2010年，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明确要求将屈
子文化园建成湖南省标志性文化工程，全
球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这个因一个人、一座祠、一条江和一
个节日而生的小镇，终于准备要把这些年
珍藏的美展现给世人。总面积39平方公里
的屈子文化园规划设计已由清华大学完
成，分为非遗及龙舟体验区、屈原墓保护
区、湿地保护区、文化产业发展区和核心
景区。文化园以屈子祠为中心的核心景区
建设于近期启动， 总投资3.8亿元的屈子
书院、屈原纪念馆、景区配套及环境整治3
大项目已通过可行性研究报告、能源评估
报告、 环境评估报告的评审和用地预审，
申报国家建设资金的努力正在积极进行。
屈子祠镇镇长岑凤希对屈子祠镇的未来
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多年来， 徐蔚明也同样在为这片珍
贵文化的留存奔走呼号。 在一篇随笔中，
他深情地写下： “即使我闭上眼睛， 也
能完整地描绘出这座祠堂。 我深知， 屈
子祠的守望与展望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
全部。”

@微言小议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尹虹 郭云飞 通讯
员 周为）“在充分肯定、 深入挖掘一代文坛巨
匠周立波先生的文学价值， 学习他的人品、学
识、才华的同时，我们更要学习他坚持不懈深
入基层与实际、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密切的血
肉联系，坚持文学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
民服务。 ”由中国新文学学会、益阳市委、市政
府联合主办的“周立波研究与文化繁荣”学术
研讨会今天在周立波家乡益阳市举行，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出席研讨会。

周立波1908年出生于益阳城郊谢林港镇
清溪村，终身追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坚持投身
于革命激流之中从事文学创作。 20世纪中国农
村的巨大变迁给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极
大滋养，他创作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暴风骤

雨》、《山乡巨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他因此与山西的赵树理、陕西
的柳青被誉为新中国文学史上的“三驾马车”。
在周立波的帮助与带动下， 湖南文坛群星灿
烂，出现了新中国文学流派“茶子花派”，周立
波因此还被誉为“当代湖南文学之父”。

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专家、作家，就传承周立波先生的文学精
神、创作态度、创作经验，促进湖南地方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展开了广泛深
入的探讨与交流。 大家一致认为，今年正值毛
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
深入总结周立波同志的文艺创作经验，对于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当代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意义重大。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记者 陈薇）今天，第
九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隆重举行。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主席赵化勇，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友志等
领导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人民政
府、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联合举办的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自2000年落
户湖南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 9月7日，第九届
金鹰艺术节盛典将在湖南长沙举办。

赵化勇说， 今年5月正式启动的第26届金
鹰奖评选活动共收到全国各类参评作品806
部，是历届参评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届，包括
电视剧、电视文艺节目、电视纪录片、动画片、
电视形象宣传片等，经过全国电视观众、中国
视协会员的网络投票和金鹰奖评选委员会的
专业推荐，以上5类奖项的作品奖已全部产生。

而7月25日至8月15日为全国观众、中国视协会
员参与的金鹰奖投票第二阶段，为各自喜爱的
电视剧男女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进行投票。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因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关
注度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展示中国电视艺术成
就、构筑电视界与广大观众交流的优秀平台。

李友志表示， “中国电视金鹰奖 ” 作为
国家级以观众投票为主评选产生的电视艺术
大奖， 影响广泛， 金鹰节也成为了让世界了
解湖南的重要名片之一， 见证和推动了湖南
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 如今，
文化产业已成为湖南重要的支柱产业， 并形
成了以广电、 出版、 动漫、 演艺等为代表的
文化湘军品牌， 湖南省委、 省政府将一如既
往地大力扶植 “金鹰节” 这一文化项目， 力
争将其打造成为国内一流、 世界知名的文化
艺术活动品牌。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李宁）今天，记者从
省公务员局获悉，我省2012年招录培养基层政
法干警工作开始，计划人数为451名。 详情可查
看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湖南省公
务员局网、湖南人事考试网。

据悉，招录计划中公安系统354名（面向退
役士兵计划67名，面向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计划287名），培养院校为湖南警察学院；司法
行政系统97名（面向退役士兵计划42名，面向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计划55名）， 培养院校
为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本次招录培养对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25周岁以下的退役士兵和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8周岁以下的毕业生。 网

上报名时间为8月17日9时至8月23日24时。 符合
条件的报考人员在通过笔试、复试等程序后，将
与培养院校、省级政法机关(省公安厅、省司法
厅)和定向单位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接受培养。
被录取人员的户口和档案迁入培养院校。

学生在校期间免收学费， 并按照财政部规
定发给生活补助费。 学制两年，其中到基层政法
机关实习不少于半年。 对学习期满、符合毕业条
件的学生颁发专科毕业证书。 毕业学生由所在
院校按原确定的定向单位进行派遣， 并将其档
案和户口转至相关单位。 学生到定向单位报到
后， 由招录单位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呈报省、市
（州）公务员主管部门办理公务员录用手续。 学
生毕业到定向单位工作，满9年方可交流。

研讨其创作 传承其精神
“周立波研究与文化繁荣”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金鹰”九月展翅高飞
第九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盛装起航

全省招录培养451名基层政法干警
●退役士兵25周岁以下，高校毕业生28周岁以下可报考
●网上报名时间：8月17日9时至8月23日24时

———走进汨罗市
屈子祠镇千年守望

从屈子祠鸟瞰汨罗江春光。 （资料图片） 潘学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