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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兴国 杨万里) 重新修缮
后的柳子街， 古香古色的历史风貌
更为凸显； 湖南八景之一“潇湘夜
雨” 所在地萍岛， 古建筑与参天古
木交相辉映； 清淤除污后的千年古
溪愚溪， 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水清
见底， 鱼虾戏水之乐复现。 中秋期
间， 记者在永州市零陵区见到， 这
座千年古郡， 古建筑古文物风采依
旧， 新街道新城区生机盎然。

零陵是中国36个古地名之一，
汉代即置零陵郡。 全区有国家级文
保单位6处， 省市区级文保单位70
处， 有各类名胜古迹数百处。 近年
来， 零陵区在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工作中举全区之力， 按照高起点
规划、 髙品位建设、 高标准管理、
高水平服务的要求， 修旧如旧， 修
新如旧。 先后投资1亿多元完成了
萍岛生态文化园建设； 投入2000
多万元完成景区內道路建设、 景观
景点建设、 愚溪清淤、 愚溪两边绿

化项目建设， 节孝亭的修缮改造等
； 投资3700万元对东山景区进行
滾动式开发， 目前已投入370万元
对文庙进行全方位修缮， 对武庙
保护展示设计方案已得到省文物
局批准； 投资1.2亿元的周家大院
修缮工程于去年7月开工以来， 进
展顺利； 投资2000多万元的何仙
观旅游区建设， 目前已完成工程
进度50%以上。 该区近日全面启
动了“恢复潇湘古镇” 工程建设，
该项目规划面积5.12平方公里， 由
潇湘古镇、 萍岛大岛、 潇湘生态
园三部分组成， 总计投入15亿元人
民币。

该区还把完善市政公用设施
作为古城建设的重点来抓。 近年
来， 先后投入20多亿元突出抓好
了沿江大道及城市防洪堤工程、
永州大道改扩建、 322国道改线及
萍洲大桥工程等七大重点项目建
设； 城市绿化力度空前加大， 城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7.2%。

零陵着力打造
历史文化名城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生真） 今天上午， 记者在
矮寨特大桥茶峒岸的旅游观景平台
上， 见穿着各异的游客熙来攘往，
大家在“啧啧” 赞叹的同时， 纷纷
“争抢” 好位置照相留影； 而观景平
台中间的4架手扶式观光电梯， 正
在加紧安装。

据在施工现场的德夯风景名胜
管理处工程师姚元超介绍， 矮寨特
大桥的旅游观光电梯， 分两期进行
建设， 正在施工的是一期， 其钢结
构井架高达72.5米， 可安装4台半透
明式垂直升降观光电梯， 可从大桥
下面的观光通道上接送游客； 与之
相衔接的手扶式观光电梯， 则分为
两级， 一级扶梯提升高度达20.5米，
居国内同类电梯第二， 二级扶梯提
升高度为10.5米。 “一期观光电梯
建成后， 本身也成了一道很漂亮的
景物， 给矮寨特大桥锦上添花。” 姚
元超自豪地说。

吉首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

跃告诉记者， 吉首市2011年提出了
“谷韵吉首” 的城市品牌建设， 就是
要围绕矮寨大峡谷和矮寨特大悬索
桥， 大手笔地规划设计旅游项目，
开发“天桥、 天路、 天台、 天瀑、
天幕、 天险、 天梯、 天宫” 等举世
无双的奇景， 总投资达20亿元。 项
目建成后， 将大大拉伸吉首市的文
化旅游产业链条。

吉茶高速公路德夯出口处100
米外的吉斗寨游客服务中心， 已于
今年5月1日投入使用， 日接待能力
达8000人。 而在游客服务中心对面
山坡上， 正在建设矮寨国际生态旅
游度假区， 进出道路、 供水管网、
污水处理管网、 电力电信等管网正
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中国公路桥梁博物馆、 湘西地
质博物馆、 矮寨攀岩基地、 矮寨
蹦极基地、 矮寨赛车基地、 矮寨
摄影基地、 德夯文化晚会场地、
苗歌对歌台等项目建设， 也在有
序推进。

矮寨大桥拉长
吉首旅游链条

2013 湖南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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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永州打造发展“高速路”
●市本级公布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为166项，其
中行政许可97项，审批项目
总量较上年减少101项，削
减率达37.8%，行政审批项
目数量继续保持全省最少。

●通过减项降标、规范

收费行为，每年为企业减负
近亿元。

●上半年，共查处影响
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
环境案件128件，105人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191人次
被问责。

9月20日， 游客在莺歌镇陶瓷老街观光。 本报记者 刘建光 摄

本报记者 蒙志军

莺歌， 一个位于台湾新北市
的古朴小镇， 因陶瓷制造工业发
达， 有“台湾景德镇” 美誉。 9月
20日，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参访团
来到这里， 感受这座陶瓷重镇的
风采。

600多米长的莺歌镇老街， 步
行只要十几分钟， 却有许多人在
这里流连一整天， 因为老街两旁
有100多家陶瓷商店， 既有个人风
格强烈的艺术家作品， 也有百年
老字号的传统瓷器， 还有可让人
亲手制作的工作坊。 这个有着200
多年陶瓷业历史的小镇， 俨然成
为陶瓷的“生活博物馆”。

近20年来， 莺歌镇的陶瓷业
从工业生产慢慢向文化观光产业
转型。 为了利用有限的资源， 许
多陶瓷厂都走上了小型化、 个性

化、 精致化的发展方向， 把艺术
创作与陶瓷的生活功能更好地结
合。

上海世博会台湾馆的纪念品
里有一组天灯造型的瓷杯， 上绘
紫色蝴蝶和金色缠枝花纹。 这一
作品的设计者许元国， 自祖父一
辈起便在莺歌镇制作陶瓷。

“当时尽管仿古陶瓷非常兴
盛， 我却觉得仅仅仿制古代的样
式、 遵循传统的纹样， 不足以持
续发展。 在台湾制作的陶瓷作品
应该有台湾特色。” 许元国说。

许元国希望寻找中华传统与
台湾印象、 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
的融合。 天灯瓷杯的纹样设计遵
循了这一理念： 台湾是蝴蝶之岛，
蝴蝶又有“福气” 的谐音， 正是
台湾特色与中华传统的结合； 缠
枝是传统纹样， 但在设计上进行
了抽象处理。 （下转7版①）

———台湾莺歌镇见闻
“瓷路”之鉴

本报记者 蒙志军

彭园，无疑是如今台湾湘菜的
龙头，仅从其在台北、基隆、新竹等
城市拥有8间颇具规模的店面，且
皆处黄金地段，便可知一二。据说
如今在台湾做湖南菜的，大多与彭
园有着“枝叶之缘”。9月20日，现任
台湾彭园总经理彭长贵在台北接
受了记者采访。

彭园走红宝岛，很大程度上源
于其“传奇人物”———岛内“新湘
菜”创始人、今年95岁的湖南人彭
长贵。彭长贵年轻时曾师从湘菜高
手曹盖臣。 抗战期间流离辗转各
省， 博采厨艺精华， 渐自成一家。
1949年来到台湾，1973年赴美开
店，上世纪80年代返回台湾。

彭铁诚是彭长贵之子。 他说，
彭氏“新湘菜”之所以红火，缘于其
父“信手拈来皆是菜”的机智巧思
与悟性，以及为承继弘扬湘菜传统
而勇于创新、 不肯服输的湖南人

“骡子脾气”。
彭铁诚告诉记者，彭长贵老人

如今在家颐养天年，回忆整理各种
传统和新创的湘菜菜式，有时也会

“闲不住”，亲手上厨做几道小菜。
彭铁诚说，彭园湘菜虽然在台

湾、美国发展得还算可以，但湘菜
的根在大陆、在湖南。湘菜能够扎
根台湾， 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延
续。作为湖湘子弟，我感觉有一种
责任在身， 我应该做湖南人的骄
傲，把湘菜文化在台湾发扬光大。

（本报台北9月21日电）

彭园：台湾湘菜之“根”9月21日晚， 京港澳高速长沙
市星沙收费站， 进城的车辆排起了
长龙。 当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
天， 傍晚， 长沙各大高速公路出口
迎来返程车流高峰。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新华社海牙9月20日电 总部
设在荷兰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20日证实， 叙利亚政府已经向
该组织提交该国化学武器项目首
批清单。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天发表
声明，证实已收到叙利亚政府关于
该国化学武器项目的初步申报，该
组织技术秘书处正在对相关数据
进行审查。

当地媒体援引一位联合国外
交人士的消息称叙利亚政府提交
的这份清单篇幅“相当长”，但是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未透露清单的具

体细节。
叙利亚政府向联合国提交化

武清单被认为是其履行美俄两国
就叙利亚化武问题达成的框架协
议、以避免美国对叙采取军事行动
的重要举措。

本月14日， 美俄就销毁叙利
亚化武问题达成框架协议。 根据
协议， 叙政府应在21日之前提交
该国全部化武清单， 联合国核查
人员将在11月之前进入叙利亚，
最终目标是在2014年年中之前全
部销毁或者转移叙利亚化学武
器。

本报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资涵 姚静

中秋之际，长沙市望城区新康乡的
社戏码头，锣鼓喧天、琴声悠扬，一支支
本乡本土戏剧班子轮番登台，一个个地
方花鼓唱得日落月沉。 由望城区委、区
政府投资亿元提质的新康戏乡老街盛
妆登场，新康戏乡锣鼓又响！

新康乡是望城大众垸的乡镇之一，
东临湘江，南邻沩水，历来是鱼米之乡。
新康是久负盛名的戏剧之乡, 备受观众
青睐的《洪兰桂打酒》是花鼓戏剧目中
唯一以真人为原型创作的经典剧目，就
发生在新康老街。清乾隆年间，户部侍
郎洪友云因奸臣和珅诬告被处斩刑，洪
友云之父洪建章带着孙儿洪兰桂逃难

至新康。第二天是端午节，洪建章命孙
儿到新康街“裕源槽坊”打酒解闷，坐堂
的蓝翠英与洪兰桂一见钟情， 私定终
身。3年后，洪兰桂喜中状元，为父报仇，
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曲古人恋爱戏，享
誉大江南北。

新康人喜欢花鼓戏，人人都会哼上
几句，处处都有花鼓戏曲的旋律，这是
新康特有的文化传承。新康曾有业余花
鼓戏剧团20个，演员近千人。

望城区委、 区政府在完成靖港、乔
口、 铜官湘江之滨三大名镇改造后，启
动了“新康戏乡”建设。以新康集镇“戏
街”为核心，实施主街立面改造，麻石街
道两边，建筑物皆为红、蓝、黄、白、黑戏
乡色调，建设了环岛游道、亲水平台，新
建了新康大剧院、漮水梨园，还环水规
划建设了6个社戏台，洪山寺、辖神庙里
的老戏台也在恢复之中。 （下转7版②）

记者�� ��在基层

新康戏乡锣鼓响了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孟姣

燕） 2013第六届凤凰古城世界围
棋巅峰对决9月21日在凤凰南方长
城收官， 中国棋手陈耀烨九段以
七又四分之一子击败韩国棋手朴
廷桓九段， 获得冠军， 奖金40万
元人民币。 至此六届巅峰对决， 中
国对韩国战绩为2胜3负1和。

本届巅峰对决堪称“未来之
战”， 两位棋手分别是中韩新生代
棋手的领军人物。 比赛采用中国
规则， 每方50分钟包干， 超时判
负。

中午1时18分， 凤凰南方长城
烽火楼狼烟升腾， 苗鼓铮铮。 90
后的朴廷桓执黑先行， 棋风霸气，
在上方形成模样。 “网战神童” 陈
耀烨则沉着应对， 小心经营下方

白阵。 接着朴廷桓有扩张之势， 陈
耀烨则果断阻挡， 形成了黑冲白挡
的局面。 陈耀烨抓住机会在中央拔
掉一子， 获利甚大， 局面瞬间逆
转， 此时陈耀烨更加自信， 白棋形
势进展愈发顺利， 形成黑防白冲局
势。 经过100分钟的激烈厮杀， 至
第298手， 陈耀烨战胜朴廷桓。

此次比赛既是一场围棋盛宴，
也是一场文化盛宴。 300余名少
林武童充当棋子现场对弈 ， 围
棋、 武术、 音乐、 苗鼓在天地间
交融， 形式新颖， 让古老的围棋
内涵新赋。

凤凰古城世界围棋巅峰对决是
由中国棋院和天下凤凰共同打造的
世界围棋顶尖赛事， 每逢单年在凤
凰南长城举行。

凤凰古城世界围棋巅峰对决
陈耀烨完胜韩国棋手朴廷桓

叙政府向禁止化武组织
提交首批化武清单

时事 连线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胡鄂南 贺超峰） 记者
今天从长沙边防检查站获悉， 中秋
小长假期间， 长沙口岸共进出港国
际航班 60余架次 ， 出入境人员
11600余人次。 由于新 《旅游法》
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 我省部分
居民因担心国庆游涨价， 纷纷抢在
中秋节3天小长假出游， 使得长沙
口岸迎来了一轮境外游小高峰， 共
有2300余名内地居民出境， 较今
年端午小长假同比增长53%。

针对小长假期间航班较多， 且
多处于深夜或清晨时段， 以及所载
乘客以观光客为主的特点， 长沙边
检站安排专人主动联系航空公司，
提前了解掌握节日期间的航班动态
和旅客数量， 科学部署勤务， 确保
节日期间一线执勤警力充足， 努力
营造亲和、 温馨、 快捷的通关环
境， 受到了广大出入境旅客好评。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龚晟 石磊 ） 中秋小长假期
间， 高铁出行受到乘客青睐。 记者今
日从长沙火车站获悉， 3天假期， 长
沙铁路共发送旅客32万人次， 其中长

沙火车南站发送高铁旅客近20万人
次。

“今年中秋假期， 长沙火车南站
始发的高铁全部满负荷运行， 趟趟爆
满。” 长沙火车南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武汉、 广州方向依然是客座率最高的
线路， 7月新增的长沙南至南京、 上
海、 济南的3趟高铁， 也广受长沙乘
客欢迎。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广铁
集团今年采取“高铁最大限度重联编

组、 普速最大限度加挂加开” 的策
略， 全面用足运力。

据介绍， 由于今年中秋小长假与
国庆黄金周间隔短， 假日客流以短途
探亲流为主， 旅游流为辅， 因此客流
相对均衡。 19日至21日， 岳阳、 常
德、 益阳、 汨罗、 衡山、 临湘、 临
澧、 路口铺等8个客运火车站发送旅
客均超过10万人次， 日均最高达3.2
万人， 其中60%以上为短途旅客。

中秋假期高铁出行受青睐
长沙火车南站发送旅客近20万人次

长沙口岸呈现客流小高峰
较端午小长假同比增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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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双眼防范金融诈骗

中国女排怎么了
亚锦赛屈居第4名，创历届最差战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