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条 【历史地名保护名录】
区、县（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
辖区内的历史地名进行普查，建立历
史地名档案。

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历史地名评价体系，制定历史地名保
护名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三十一条【历史地名保护原则】
历史地名保护应当坚持使用为主、注
重传承的原则，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相结合。

第三十二条【历史地名保护措施】

列入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且仍在使用
的地名， 原则上不得更名。 确需更名
的， 应当由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召开专家论证会、听
证会后，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列入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且未使用
的地名，应当采取挂牌、立碑等措施加

以保护。
第三十三条 【历史地名保护方案】

对列入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涉及
的地理实体， 需要进行拆除或者迁移
的，除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外，市、县（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当会同同级地
名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地名保护方案。

■链接

《长沙市地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五章 历史地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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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本报记者 陈永刚

老长沙大多会念一段顺口溜：“半
湘街，一步两搭桥，三公里，四方塘，伍
家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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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让人感叹长沙地名文化的神奇。

除了数字， 长沙的老街巷还是五
颜六色的，所谓“青石(井)白沙(井)红墙
巷，黄泥 (坑 )蓝粉 (墙 )赤岗冲”；长沙的
老街巷还是对仗工整的， 有联云：“东
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
木四牌楼，楼前走马；南正街，北正街，
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都正街 ，街
上登龙。”

在漫长的岁月中， 长沙形成了极
富地方特色、 反映古城变迁的绝妙地
名。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城市的发

展，不少长沙的老街巷慢慢消亡，一些
老地名也随之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

为了留住历史的印记， 保护好历
史地名， 长沙市法制办和民政局日前
组织起草了《长沙市地名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 其中专门有一章对历史
地名保护作出了具体规定 。9月25日 ，
长沙市法制办召开《地名管理办法》立
法听证会， 有关历史地名保护的内容
成为听证代表热议的话题。

长沙老地名韵味无穷

作为一种信息载体， 地名具有反
映当地历史、地理特有现象的功能。与
城市聚居地紧密相关的街巷地名 ，其
形成和演变无不留下了可贵的历史遗
痕，记录着已经消逝了的历史岁月。

在省文史馆馆员、 长沙市地名委

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先枢的眼中， 历史
文化名城长沙几千年的风云变幻 、城
池变迁、市井风情、居民迁徙 ，以及城
市内的名人往迹、 王府官衙、 风景名
胜、祠庙馆所等等，全都浓缩在这老地
名里，“从长沙老地名命名的规律 、特
点及其演变， 不难窥见长沙城市发展
的历程和丰富多釆的都巿文化。”

陈先枢介绍， 地名由专名和通名
两部分组成 ，如 “太平街 ”，太平是专
名，街是通名。长沙街道地名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 它不仅反映了古代长沙
城的历史、地理、交通、政治、经济 、宗
教、社会、文化、民俗等状况，而且呈现
出无穷的文学韵味、高雅的艺术特质、
丰富的想象力和诙谐的幽默感， 体现
了湖南人性格“清慧而文”的一面。

长沙老街的通名多种多样。 国家
民政部规范的城镇街道通名仅有“路、
街、巷、里、胡同”等数种，而长沙老街
的通名却五花八门， 具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 据20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不完
全统计，长沙纵横交错的l026条道路街
巷中，通名为街的有144条 ，为巷的有
253条，为路的有94条，为里的有l26处，
合计616处，占全部街名60％。其余通名
较多的还有园、村、坪、桥、井、塘、湾、
岭等等。

陈先枢介绍， 这些街道通名的来
由与形成， 很大部分与城巿地理环境
及历代王府、官衙、寺庙 、园林的设置
有关。

长沙历代名人辈出， 从地名即可
得到体现。如：太傅里因西汉长沙王吴
著的太傅(老师)贾谊故宅位于此而名；
药王街相传为隋唐间号称“药王”的大
医学家孙思邈晚年隐居之处； 苏家巷
与老泉别径街名的由来均与宋代大文
学家苏洵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老泉 ”
即为苏洵的别号；朱张渡因南宋“朱张
会讲”时朱熹、张栻二人经常同舟往返
于湘江两岸而得名； 营盘街的由来与
辛弃疾有关，南宋淳熙年间，潭州知州
兼湖南安抚使辛弃疾创建飞虎军 ，营
垒所在的街道即为营盘街。

长沙老地名还为我们留下了一张
完整的“古代长沙产业分布图 ”：织机
街、 金线街这两条街便是明末清初长
沙纺织业的集中之区； 登隆街旧名灯
笼街， 因这条街糊制灯笼的作坊较多
而得名； 因同业作坊集中在一条街上
而得名的街巷也不少，如糟坊巷、糖坊

巷、机坊巷、油铺街、铜铺街、茶馆巷等
等。

此外，还有以山水为名的老街，如
东瓜山、金盆岭、望月湖、清水塘；以古
井、古桥为名的老街，如白沙井 、水风
井、丰泉古井、浏城桥、广济桥、一步两
搭桥；以古近代园林为名的老街，如松
桂园、梓园、荷花池；以古城池地名为
名的老街，如兴汉门、小吴门、南门口、
天心阁等等。

长沙老地名呈加速消亡态势

地名记载着一个地方发展的印
迹， 保护老地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保
护城市的历史。

根据1982年长沙市地名普查编制
的《长沙市地名录 》，市区共登记各类
地名5344条， 其中包含大量有历史传
承的老地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不
断推进和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新地名
大量产生，老地名不断消亡。据粗略估
计，《长沙市地名录》 中登记的地名约
有10%至20%已经消失。

听证会前， 长沙市民政局区划地
名处处长何朝飞向记者介绍了该市在
历史地名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

按照“使用为主 、注重传承 ”的原
则，在自然地理实体命名中，能传承使
用老地名的，尽量使用老地名。如长沙
市已命名的600多条道路、800多条街巷
中，绝大多数都是沿用已有老地名命名
的，如“黄土岭路”、“学堂园路”、“惜字
公庄巷”等；对一些在城市建设开发中
拓改、新修的道路，该市也尽量使用周
边具有一定传承意义的老地名， 如将

“展览馆路”更名为“营盘路”等；
开展老地名普查工作。 长沙市已

对上世纪80年代的地名普查资料进行
了建档保护。下一步，长沙市民政局拟
根据1982年的 《长沙市地名录 》，组织
各方力量， 对全市的地名进行新一轮
普查。 对普查中发现地理实体已消失
的老地名和不再使用的老地名， 酌情
开展挂牌、立碑或其他措施予以保护。

何朝飞也坦承，由于无机制、无人
员、无经费，长沙市历史地名的保护工
作十分薄弱， 大量消失的老地名目前
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成为了地名管理
工作的一个难点。

而据陈先枢介绍 ， 《长沙市地名
录 》 记录的长沙街巷共有1026条 ，而
1998年出版的《长沙老街》中只记录了
长沙街巷716条，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
今，长沙因为拉通断头路、棚户区改造
和商业开发等原因， 至少消失老街巷
500条 。老街巷消失后 ，别致的名字和
所蕴含的故事也将不复存在。

保护老地名，留住历史印记

本次听证会上， 市民代表周顺呼
吁从老街巷名入手， 保护长沙城的历
史文化。 这一呼吁也得到了众多听证
代表的认同。

律师代表宁洁认为， 对于历史地
名的保护， 首先应该界定历史地名的
定义。她建议，对于历史地名的理解应
该是比较宽泛的， 只要是有可追溯的
源头，达到一定的年限，就可以列入历
史地名的体系。对于历史地名，一般情
况下不允许进行修改。

老长沙柳越华动情地说：“一处老
地名包含着一段故事、一种文化、一种
理念， 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他建议， 对长沙的历史上留下来的名
路、名街、名巷进行全面普查保护 ，对
消失了的街巷应当采取一定的补救措
施，如立碑、立牌等方式，让后人也同
样能知晓街巷的历史。

市民代表张季提出了历史地名无
形价值保护的问题。近年来，长沙市许
多历史地名被私人占有和利用， 如坡
子街已经被人在肥皂洗衣粉上注册成
商标了， 太平街也被人注册成板鸭商
标。他建议，应该在《办法》中增加对历
史地名的无形价值进行保护的规定 ，
对历史地名的商业价值予以合理的开
发和利用。

还有代表建议： 建立历史地名的
信息库或者数据库， 不管这个地方今
后怎么拆迁、怎么建设，只要在信息库
中按时间轴和空间轴， 很容易就可以
把地理和地名叠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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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沙老地名的保护，首要任务
在于依法办事。其实早在2004年4月30
日颁布的 《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中就提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主要内容包含有 “历史地名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第三十一条说 ，市人民政
府应当对已消失的重要历史遗址（迹）
包含“已消失的著名老街”设置纪念标
志。他说：“我希望《长沙市地名管理办
法》 最终制定出来后， 能够切实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真正把老地名
保护落到实处。”

长沙经济在高速发展，城市在加速扩张，城市记忆的符号———老地名，呈加速消亡态势———

立法，能否挽留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通讯员 周向阳 尹晓华 曹尘焱
本报记者 乔伊蕾

“曹叔叔，谢谢您！我一定会好好
读书， 不辜负您的希望。” 新学期伊
始，在一位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衡南
县洪山镇古城村的贫困孩子胡梦芳
又背起了书包，重新回到课堂。

这位爱心人士名叫曹述清，是洪
山镇谭陂村人，现为云南锦华建工集
团楚雄分公司总经理 。 尽管身居异
乡， 但他将爱心汇成一颗颗种子，播
撒在了家乡人心中。

“虽然我无儿无女 ，但曹述清就
像亲生儿子。” 肖名玉是洪山镇敬老
院一名83岁的孤寡老人 。一次 ，老人
不小心摔伤了腿脚， 行动十分不便。
曹述清知道后，立即给肖名玉打来电

话，安慰她说：“肖娭毑您放心， 我一
定想办法为您解决困难。” 随后， 曹
述清不仅掏钱请人照顾肖名玉 ， 还
安排护理人员将老人送往县医院进
行治疗。 期间， 他又专程赶回家乡，
看望肖名玉 ， 陪她聊天 ， 给她做按
摩。

洪山镇敬老院还有另外35名老
人，都被曹述清照顾过。逢年过节，他
前来看望， 给老人们送去慰问金、慰
问品。今年初，在回乡探望老人时，他
发现敬老院的宿舍房顶漏水、墙体松
弛 ，又立即拿出50万元 ，用于改造敬
老院。

洪山镇古城村贫困孩子许志扬，
父亲靠卖凉面维持生计，母亲患有重
病 ，学费就像一道坎 ，挡住了徐志扬
的读书梦 。一次偶然的机会 ，曹述清
了解了这名孩子的情况，主动承担起
帮助孩子圆读书梦的责任。

古城中学基础设施陈旧，无法跟
上正常教学。曹述清不仅出资为该校
建设了运动场 ，还拿出10万元 ，专门
设立了“述清教育基金”，帮助贫困学
生顺利就学， 并承诺以后每年捐款3
万元 ，用于维持基金的运行 。截至目
前， 该基金已经帮助了100余名贫困
学生。

本报10月8日讯（本报记者）10月
8日早晨6时16分 ， 经过专业搜救队
24小时不间断搜救， 沅江 “10·5” 水
上交通事故最后1名失踪人员的遗体
在离事发地点下游 4公里处打捞上
岸 。 至此 ， 22名落水人员已全部抢
救 、 打捞上岸 ， 其中10人生还 、 12
人死亡。

经过各级交通、 安监、 海事、公
安、消防、卫生等部门和当地渔民、群
众的共同努力， 搜寻工作已经结束。

此前，沅江市公安局已对事故肇事者
陈华固进行了刑事拘留。事故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身居异乡爱在家乡

沅江“10·5”水上交通事故

最后1具失踪人员遗体打捞上岸

长沙老街百果园。（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