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5日讯（钟勇 周勇
军） 为纪念常德保卫战70周年，
一部以常德保卫战为背景拍摄
的大型抗战剧《勇士之城》，近日
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

在1943年11月2日打响的常
德会战中，中国军队抱着“兵亡
官继、弹尽肉搏，宁可战死，决不
投降”的勇士精神，在敌我力量
悬殊的情况下与敌鏖战，坚守16
昼夜，重创敌军，书写下中国抗
日战争史上光辉一页，被史学界

人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勇士之城》以这段令人
动容的民族记忆为背景，围绕几
个年轻人的战火情仇，表现广大
中华儿女誓死不做亡国奴的英
雄情怀。

该剧由著名策划人李洋担
当总策划和艺术总监，丁临一任
军事顾问，陈健执导，贾东岩、李
文强编剧，汇聚了钟汉良、王力
可、杨烁、林永健、于荣光、颜丹
晨、陈昊等实力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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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淦璋

一路走高的房价， 始终是社会各
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赵智强2007年参
加央视 《对话》 栏目时， 就个人合作
建房， 与潘石屹、 易宪容及众多人士
展开激烈辩论， 从法律障碍、 操作风
险等多个层面， 提出了各自的判断与
分析。 有人说， 这是普通老百姓对高
房价做出的抵抗； 也有人说， 这是违
背市场经济社会化分工的逆势行为 ；

还有人表示， 类似的项目在国外比较
常见。

6年过去， 这样的争论依然存在，
个人合作建房还基本上处于 “听上去
很美” 的阶段。 这一想法能在长沙落
地， 我们应用客观、 理性的眼光来打
量。 至于这是我建我家， 还是空中楼
阁， 或许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做事讲
究善始善终， 个人合作建房已经迈开
了第一步 ，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
但愿不是空中楼阁。

本报记者 陈淦璋

7月14日下午，赵智强邀请省会多家
媒体参加“长沙个人合作建房第一次群
众大会”，并率众前往“已与土地方初步
达成框架协议”的长沙3宗地，踩点察看。

3宗地处于长沙城区
北郊和东郊
7月14日下午， 在湖南宾馆一间会

议室，“长沙个人合作建房第一次群众
大会” 召开。 开会前， 播放了赵智强
2007年参加央视《对话》栏目的视频，
主题为个人合作建房。

记者粗略一数，现场共有50多人。
一位与会人士告诉记者，他们都是交了
2万元诚意金的正式会员， 被通知前来
开会、实地踩点。

据赵智强介绍，半年来，参加个人
合作建房的长沙报名者已有1000多
人，正式会员近400名。 据其长沙运作
团队———长沙智强顺程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总经理黄敏介绍，报名中刷掉了很
多小户、散户，我们面向的是中产阶级。

会场披露了《长沙个人合作建房项
目运作初步方案（讨论稿）》。 据悉，A项
目位于浏阳河畔、长沙163医院旁，B项
目位于万家丽北路、国防科大工程兵学
院对面，C项目位于远大二路与星沙大
道交界处。 3宗地处于长沙城区的北郊
和东郊。

赵智强说， 这3宗地已与土地方初
步达成框架协议，待合作建房初步方案

经会员大会讨论批准后， 即启动拿地
程序。

预估房价每平方米约
5000元，低于周边楼盘

在实地踩点过程中， 记者看到，A
项目所在地杂草丛生， 对面是洪山桥
加气站， 周边建起了部分商业楼盘；B
项目所在地还有二三十栋民房；C项目
基本为空地，有挖掘机在现场作业。

赵智强透露，这3宗建设用地中，A
项目需通过招拍挂，B项目为转让项
目，C项目将与其他开发商协商合作。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
据，长沙市6月新建住宅均价为6802元
/平方米。

个人合作建房， 哪些成本能够省
下来？

黄敏花了15分钟， 给与会代表们
算了一笔极为冗繁的成本账：

其一，土地费用，设计、报建等前
期费用，建安、配套及其他费用，与普
通商业楼盘无异；

其二，管理费用、税费略少于普通
商业楼盘，每平方米可减少开支200多
元；

其三，普通商业楼盘，财务费用约
500至800元/平方米、广告销售费用约
200至500元/平方米、利润超过700元/
平方米， 而个人合作建房这些费用全
部为零。

黄敏说，3宗地建成后的预估房价
（毛坯房） 每平方米从4000元到5500
元不等， 可比普通商业楼盘便宜1500
至1800元。

不过，记者实地踩点发现，相比周

边的成熟普通商业楼盘，“理论差价”与
“实际差价”并非一码事。 如A项目预估
成本在5500元/平方米以内， 紧邻该地
块的“心伽泊庄园”目前均价6200元/平
方米左右；C项目预估成本在5000元/
平方米以内，斜对面的“才子佳郡”楼盘
对外公开报价为5300元/平方米。

“万里长征真正迈开了第一步”
“个人合作建房取得阶段性成果”，

是黄敏对召开此次群众大会的评价。
“现在到底算走到了第几步？ 如一

切顺利，何时可以交房？ ”本报记者追问
赵智强。

“此次筹备工作正式完成，意味着
万里长征真正迈开了第一步。 ”至于什
么时候交房， 赵智强没有正面回答，尽
管初步方案预计的建设周期是2至3年。

作为国内个人合作建房破冰第一
人，赵智强在家乡温州的个人合作建房
项目“理想佳苑”，自2006年启动后一路

曲折，进展扑朔迷离。 能查阅到的公开
报道是， 今年6月他对媒体表示，“理想
佳苑”最快半年后将可领证。

此次面对记者提问，赵智强称：“因
为内部原因，温州项目走了弯路，办房
产证还有个过程。 我们不希望过多报
道，低调点更好。 ”

对于长沙项目运作，赵智强提出采
用“公司+合作社”模式，“公司”为房地
产开发公司，“合作社”为长沙智强顺程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而据初步方案披
露，从资金、项目监管，到出资额、出资
时间及相关程序等诸多事宜，各项规定
极其繁琐。有会员向记者抱怨“太复杂，
搞不懂”。

就是前期的2万元诚意金， 本次群
众大会上也有会员直接提出质疑。赵智
强解释，诚意金由会员存入指定银行的
个人账户，随时可转出，温州就是采纳
的此模式。“没想到长沙合作建房者比
较较真，我们将认真考虑此事。 ”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李国
斌 ）盛夏酷暑，在益阳市中心城
区的铁铺岭遗址，考古人员仍在
进行紧张的挖掘。 从今年2月至
今， 该遗址已出土大量陶器、青
铜器、简牍等具有重大考古价值
的文物，特别是已出土近万件简
牍，年代在战国至两汉时期。

铁铺岭是一处古城遗址，
总面积约 30亩 。 从 1978年到
1997年， 益阳文物部门曾多次
在此挖掘出大量文物， 这些文
物年代跨越自秦朝设置益阳县
以来不同历史时期。 为配合基

本建设， 益阳市文物部门从今
年2月开始， 对铁铺岭遗址进行
抢救性考古发掘。 5月下旬， 考
古人员在清理一口古井时， 意
外发现了木简， 上面文字依稀
可见。 据专家介绍， 经过一个
多月的发掘， 目前有10余口古
井清理出了简牍， 总数估计近
万件。 目前， 还有几口古井正
在清理中。

因益阳保存条件有限，出土
的简牍已运至长沙，由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专家进行清洗、 脱水、
照相等技术处理。

湘商大会
9月株洲举行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邓跃平）第六届湘商大会将
于9月26日至27日在株洲举行。 记
者从今日召开的大会筹备工作会上
获悉，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紧张有序，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和港澳台
地区的近1000名客商参会。

据介绍，湘商大会以全国经协招
商系统和湖南异地商会为载体，成为
湖南推动区域合作和加快开放发展
的重要平台。 本届大会期间，将举办
湘商客商代表座谈会、 湘商财富论
坛、银企合作洽谈会、产销合作洽谈
会等8项主要活动。 大会将邀请世界
500强、 国内民营200强以及港澳台
地区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会。

从2007年至2011年，我省已连
续召开五届湘商大会， 累计有近万
名境内外重要客商参会， 共签订内
资合作项目1478个，引进资金4659
亿元， 其中湘商投资占大部分。 目
前， 国内外湘商投资辐射到1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湘商网络布局到国内
150多个大中城市。

本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阳望春

“80后”潘君本来是一名拿手术刀
的外科医生。 却在参加工作不久后弃
医从商，与别人合作办起了皮鞋厂。

在事业小有成就的时候， 他又做
出一个决定，回乡创业。 7月9日，他在
城步苗族自治县成立集生产、 销售于
一体的奥君琴鞋业公司。 在公司成立
庆典上， 潘君将自己的求婚钻戒现场
拍卖，用于资助贫困学子。

弃医从商，回乡创业
“很辛苦，创立品牌的艰辛只能自

己才能体会。 ”出生于1985年的潘君说
起自己的创业路，嗓音嘶哑。

他告诉记者，这两个月里，他一个
人，东奔西跑，行程几万公里。 奥君琴
品牌鞋业的设计、生产、成型，到现在

国内最独特的外包装盒设计， 都由他
一一确认完成。“电脑从没关过机，每
天睡三五个小时。 ”

如果按父母设计的道路， 他本来
可以过得更安逸。 2006年潘君从武汉
科技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后， 回到家乡
成了一名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

然而，不甘平庸的他，上了一段时
间班后，觉得这不是他所向往的生活，
于是毅然弃医离开城步， 选择与别人
合作开起皮鞋厂， 先后在四川成都和
浙江温州建立生产基地， 日生产皮鞋
500到1000双，年销售额过亿。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在城
步苗乡山寨土生土长的潘君又有了新
的梦想：要回到家乡，建立一个鞋业生
产基地，创建一个自己的品牌，走全国
连锁专卖和电子商务相结合的路子。

其时，该县推出的“引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招商引资政策，更坚定了他回
乡创业的想法，“计划投资5000万至1
亿元，建成县内第一家自创品牌企业，
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的邵
商回家乡发展。 ”

拍卖婚戒，资助贫困学子
经过不懈努力， 他的公司办了起

来，品牌也创立了，可让他伤心的是，爱
情没有了。

潘君说，原本计划在公司成立庆典
上，他要向心爱的女孩求婚，但女孩却
因他回乡创业选择了离开。

得到这一消息后，望着早已准备好
的求婚钻戒， 潘君心情显得有些失落。
经过多天思虑，潘君决定在公司成立大
会上现场拍卖这枚钻戒，并将拍卖所得
全部用于今年城步苗族自治县考上重
点大学的贫困学子。

最终，这枚钻戒被他的朋友以4万
元拍走。

“他为创业丢了爱情，作为朋友，我
们要给予支持，让他振作起来。”当天拍
得钻戒的刘女士表示。

“原本因为女朋友的离开，我心里十
分失落，但想到将钻戒拍卖后，能让更多
的孩子有书读， 我非常高兴。 ” 潘君表
示， 今后， 他准备成立一个助学慈善基
金，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学子完成学业。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石磊）7月13日， 天津日
报、天津卫视、今晚报等10余家
天津主流媒体聚集毛主席故乡
的金侨投资控股集团，探讨该公
司发展攻略。

金侨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
任玉奇向各大媒体介绍， 在23
年的经营发展中， 公司形成了
房地产开发、 建筑物业服务、
文化教育科技、 金融证券投资
等四大经营板块， 总资产已达

50余亿元。 公司发展不忘社会
责任， 迄今为止， 累计投资或
捐助公益事业超过11亿元。 投
资近10亿元全资举办的全日制
民办高校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占地千余亩， 现有在校学生上
万人， 是全国三所IT类、 建筑
类人才培养的专业高等职业学
院之一。 并先后捐资数百万元，
扶孤助残， 修建农村公路， 慰
问西北农村贫困家庭， 捐资赞
助湖南教育基金会等。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为确保三汊矶大桥
伸缩缝维修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和施工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
通， 长沙市交警支队今天就施工

期间交通限制措施发布通告。
根据通告，7月21日零时至5

时，三汊矶大桥西往东禁止机动
车行驶，因施工需要调整交通限
制措施时另行通告。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彭
彭）7月11日，14岁的瑶家女孩施
艳从江华瑶族自治县来到长沙，
在长沙市青基会和爱心人士帮
助下，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第二
次整形手术。

今年3月9日， 本报刊发通
讯 《暖流中“蝶变”》， 对面部
毁容、 身残志坚的14岁瑶家女
孩施艳进行了报道， 获得了许
多爱心人士的关注。 “感觉还
可以， 现在还不疼。” 11日晚

上， 手术结束后， 施艳在电话
中向一直关心和陪伴她的班主
任蒋志芳老师报平安。 这次手
术是第二次手术， 主要是对施
艳颧骨以上的皮肤进行移植。
施艳的主刀医生钱教授告诉记
者， 至少要观察一周之后才能
确定手术效果。

今年1月， 施艳在湘雅二医
院接受了第一次唇形矫正手术，
手术十分成功。 2014年寒假，施
艳还将进行第三次手术。

百余专家聚长
研讨中医药产业化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贺艳雄 张觅 ）14日，2013
年中医药科研产业化学术年会暨第
八次中医药产学研高层论坛在长沙
举行。来自全国48个中医药院校、科
研院所及企业的110多名专家、教
授与会。 论坛主题为“加强协同创
新，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一直以来， 中医药是以小作坊
加工为主。 为突破这一传统加工模
式的束缚， 各地近年来进行积极探
索，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比如，在我
省， 以“单味中药超微颗粒加工工
艺”等为技术依托，发展的中药超微
饮片，打破了中国沿用五千年的“药
罐子”， 开创了中药行业的新纪元。
但目前中医药产业化还十分薄弱。
一方面， 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
技成果找不到转化的途径， 另一方
面，很多企业又缺乏好的发展项目。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是中试环节太
薄弱。为此，专家们呼吁探索改革新
形势下校企产学研结合机制， 推进
协同创新，努力突破薄弱环节，加快
中医药产业化。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
员 孔奕）记者今天获悉，长沙警方日前
成功打掉两个电游赌博犯罪团伙，刑
事拘留74人， 收缴电游赌博机1200余
台。

今年4月初，长沙县公安局和长沙
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在查办案件时，分
别发现两伙通过在沿街门店内摆放电
游赌博机牟取非法利益的电游赌博团

伙。 经过近3个月的侦查查明，双方头
目分别是陈道勇（男，34岁，郴州临武
人）和吴显强（男，39岁，郴州临武人）。

6月26日晚，长沙市公安局设立专
案指挥部，统一调度指挥收网行动。 27
日凌晨，专案指挥部一声令下，长沙县
公安局200余名警力分成10组同时展
开抓捕行动，共刑事拘留44人，行政拘
留7人， 查获作案用面包车1台， 收缴

“苹果”电游赌博机600余台、电游机主
板1000余块、 用于结算账务的各类单
据账单400余张。 与此同时，配合同步
展开收网行动的岳麓公安分局专案组
于27日凌晨2时许在宁波市将犯罪嫌
疑人吴显强抓获， 并依法刑事拘留30
人，行政拘留3人，收缴电游赌博机600
余台，扣押涉案车辆2台，账单1000余
份。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是个人合作建房给人们留下的印象。2012年底，有“国内个人
合作建房破冰第一人”之称的赵智强高调进军长沙市场，半年之后他再次现身———

长沙个人合作建房瞄准3宗地

■短评

但愿不是空中楼阁

文化 动态

三汊矶大桥维修将实施交通限制

《暖流中“蝶变”》后续

瑶家女孩接受第二次整形手术

天津媒体青睐金侨

铁铺岭遗址出土近万件简牍

苏春晖同志逝世
本报讯 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

室原副主任、 正厅级离休干部苏春
晖同志因病于2013年7月14日在长
沙逝世， 享年83岁。

苏春晖同志1931年3月出生于
湖南攸县， 1949年4月参加工作，
同年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
11月离休。

大型抗战剧《勇士之城》开机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陈
薇 ）随着暑假的来临，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已在全国各大卫视
之间悄然打响。 为了抢占暑假荧
屏，湖南卫视以“快乐中国·听我
青春”为主题率先发力，一开场
即打出“组合拳”，电视剧、常规
节目、互动活动多路进攻。

“2013快男”备受关注，耳目
一新的动漫式包装风格以及涌
现出的大批话题选手令观众充
满期待；大型古装神话剧《天天
有喜》热播，演员陈浩民携手穆

婷婷演绎了樵夫刘枫和狐狸小
九妹白梅瑛之间动人的爱情故
事；王牌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
则推出“男神”、“女神”专场，邀
请范冰冰、章子怡等明星亮相。

暑假期间， 湖南卫视还策
划不定期举办9场“快乐中国·
听我青春” 偶像握手会， 届时
包括何炅、 汪涵和快乐男声在
内的芒果台众多名嘴和明星，
以及热播电视剧组主创和人气
偶像， 都将与观众们进行面对
面的亲密互动。

湖南卫视“组合拳”抢占暑假荧屏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李国
斌 ）湖南资深文艺评论家、著名
周立波研究专家胡光凡著的《美
的领悟与思考———胡光凡文坛
耕耘60年自选集》， 近日已由湖
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省文联主
席、作家谭仲池为该书作序。

年过八旬的胡光凡，系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社科院文
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新中国成立
后，他走过了一条从报人到学人
的风雨征程，献身于文艺理论评
论事业。 中国文联曾向他颁发

“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周年”
荣誉证书。

《美的领悟与思考》，选收其
发表在省以上报刊、 出版物上的
300多篇文学论文、评论、散文、
杂文和读书札记等作品，包括“我
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审
美观”、“湖湘文化和文艺‘湘军’
初探”、“杰出作家周立波研究”、
“当代文艺评论和文化批评” 等6
辑，上、下两卷，共160余万字。 全
书视野广阔， 观点鲜明， 文风朴
实、生动、晓畅，具有重要的文献
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胡光凡《美的领悟与思考》出版

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80后”潘君的返乡创业梦

长沙打掉两个电游赌博犯罪团伙
刑事拘留74人，收缴电游赌博机1200余台

7月14日，曾获张家界国际旅游音乐节金奖的歌手王莉和残疾人中的“歌星”杨新湘合唱一曲《感恩的心》。 当天，长沙市
光爱之家助残服务中心在赤岗岭社区举行“大爱长沙·志愿助残阳光行动”启动仪式，社会各界爱心团体及个人以文艺表演
等形式进行助残宣传。 刘江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