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①） 其所蕴含的崇高精
神， 既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又闪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时代光辉，更是湖南精神的集中
体现。”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孔和平在座谈会上说。
记者了解到， 这些当年的

“老典型”， 现在都有了新变化：
新田人在全国创办企业和门店
近4000家，年销售总额达100亿
元以上；洞庭湖旁的安乡县50年

来从“水窝子”变成了“鱼米乡”；
邵东县野鸡坪的荒山秃岭如今
也派上了用场，石头缝里种药材
让村民发家致富；永顺红色苏区
塔卧镇石匠雕凿技术闯天下，圆
了小康梦。

（紧接1版②）座谈会上，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孔和平认为，湖
南日报主动设置议题，回应社会关
切，深入挖掘老典型精神的时代意
义，体现了党报的责任担当和创新
意识。要进一步讲好新故事，推出
更多像老典型系列报道一样有影
响力的、实实在在感人的报道。

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省委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罗云寿提出，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任务，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
支撑、引领，要用老典型身上体现

的艰苦奋斗、 一心为民的精神，来
推动当前各项事业的发展。

“像老典型一样艰苦奋斗、忘
我奉献的人和事将永远激励我
们。”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书记、
社长覃晓光认为，老典型在湖南还
很多，湖南日报将抓住这一主题进
一步把老典型的文章做好，打造品
牌栏目，传播正能量。

省社科院院长刘建武提出，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老典
型精神， 依然是当前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
重要保障。

读者代表、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
枫木村的大学生村官刘胜表示，要学
习老典型精神， 树立坚定的信仰，想
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做群众所盼。

曾经组织参与采访报道过老
典型的湖南日报原社长蒋显礼认
为，这组报道指导性、针对性特别
强，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参与此
次老典型报道的记者代表、湖南日
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孙敏坚表示，
要从老典型精神中汲取养分，做一
名优秀的党报记者。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副书
记、总编辑董岳林主持座谈会。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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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热心

“三古”，就是指古村、古镇、古民居。
自4月开始， 一直到8月初， 记者与省文
联、省民协的同志在湘南、湘中、湘东寻
访。让记者欣喜的是，历经历史的风雨和
现代化的飓风，“三古”，特别是那些并不
在“保护之册”的古民居，并没有被荡涤
得所剩无几，许多仍然顽强耸立着。

让人喜与忧
喜是保护，忧也是保护。
喜， 是因为这些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的活化石， 上面烙印着深厚的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也寄托着一方文化建设、
经济发展的未来希望。

忧，是因为保护的情况并不乐观。就
是有些上榜“国保”、“省保”的古民居、古
村落，也只是立碑挂牌而已，破败依然，
甚至加深。那些没有“上榜”的状况就更
危急了。

去年， 在寻访一个古民居建筑群时
激动不已： 这个与中国历史走向有着密
切联系的民居群仍然保存着， 而且还在
修缮着。可今年再来时，发现里头一道山
墙被雨水淋塌，这一塌让雨水直淋屋内，
地上则青苔一片。 在另一个历史名人的

旧居前，省级文物保护碑虽然竖起了，可
破败程度正在加深。 在一些历史文化名
村，古民居里已是人去楼空，任其风吹雨
淋。

记者曾察看过湘南一栋古民居。其
建筑布局和工艺精致，都极具保护价值。
可主人说， 到下半年就要拆了。 其理由
是，不拆就会倒，拆老建新也是没办法。

关键是“差钱”
2008年4月，国务院公布了《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家有关部
委则早在2003年10月，就开展了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名镇的评选。到今年为止，
共评出名村镇276个。在湖南，已上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名单的11个， 公布的本省
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有58个。在民间，开
展的保护或寻访、评选“三古”活动也不
少。

“三古”上榜后就得保护，就得开发
利用，可前提是资金投入。譬如说保护，
就要修缮、恢复原貌，要迁出原居民等，
需要数量不菲的资金。如果再开发，要改
造电路、排水管道等，投入就更多了。

钱从哪里来？大家都望着政府。一位
某县宣传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 如果不
挂牌保护，里头住户在破漏的时候，会自

己想办法解决，一旦立碑保护，他们就会
提条件，找政府要钱。一谈到钱，问题就
复杂起来。一般“三古”仍存的地方，开放
程度相对低、经济也相对落后，那里财政
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如扩大再生产、建
设、民生等等，轮到保护“三古”这种“长
线投资”就得“等一等”了。

在湖南范围内，除了已经“上榜”的
外，还有多少“三古”遗存亟待保护？恐怕
只有文物部门有底。而保护这些“三古”
得花多少钱， 恐怕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
数字。

探索出办法
我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 在解决

“三古” 保护投入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浏
阳市的六栋堂、桃树湾修复，则是政府补
贴，本家出资出力。

凤凰古城、洪江古商城等，是招商开
发、经营，即开发商买断经营权，用作旅
游景点。对其保护、修复、开发都包含在

“景点建设”之中，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
获得回报。

省文联副主席、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曾应明在考察过程中颇有感触。他
认为，第一，解决保护“三古”投入“差钱”
问题，仅仅依赖政府投入肯定不行，办法

靠人想。他举例说，岳阳张谷英村被誉为
“中国第一村”，不仅是因为它的规模，而
且还因为它的开放时间最早， 创造了一
种保护、开发模式，形成了一种保护与利
用良性循环。那里常年接待游客，但居民
并没有搬出原居。 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旅
游紧密结合，如制作地方土特产，销售旅
游商品，开设农家乐，等等。

第二，不仅要认识“三古”形而下的价
值，也要认识其形而上的价值。他举例说，
邵东荫家堂申家，就有“不会读书，习艺经
商”的家训。这也是申氏家族仍在这里繁
衍、发展的精神力量之一。如果在这里办
些传艺班，如刺绣、雕刻、编织等，既可以
为其增加人气，还可以提升其品质，还传
承了传统工艺， 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是
“一举四得”的好事。许多“三古”都蕴含着
精神力量，这同样是保护它们的支柱。

第三，“三古”的保护开发，应该整合
资源。首先应该是政府部门的资源。如“三
古”可以建设成景点，事涉旅游部门；保护
传统文化，事涉文化部门；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事涉“涉农”部门；改水、改路、改
电，都涉及主管部门。如果这些资源都集
中起来，各家出力，保护也就有望。另外就
是要整合政府、业主、商家的资源。只有这
样，投入路子就会越走越宽。

文化视点

荫家堂“座钟”之谜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曾晓风

荫家堂是邵东杨林桥镇一座古民居， 本报曾于2013
年11月9日予以“特别关注”。 对于它的“一百零八间”
的规模、 它的精巧结构布局、 它的主人发家由来， 都作
了详细的叙述。 其中还说到它“飞檐翘角的山墙上， 两
侧竟然均可见一个圆型泥塑英式座钟”。 这确实是中国乡
间传统民居之谜。

一般人家的房屋装饰上， 彩绘也罢， 雕刻也罢， 图
案要么是寓意福、 禄、 寿、 喜的蝙蝠、 奔鹿、 蟠桃、 喜
鹊， 要么是寓意平安、 多子、 财旺、 吉祥的宝瓶、 莲子、
元宝、 仙草等， 要么是人马故事， 要么是花草虫鱼……
以泥塑座钟来装饰的， 最起码在湖南， 荫家堂是“第
一”。

在180余年前建荫家堂的时候， 中国大多数地方计
时白天是日晷， 晚上是更漏 （当然白天也用）， 还有燃香
计时。 于是， 也就有了晨钟暮鼓、 打更敲梆。 在广袤的
农村， 则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报晓就凭金鸡消息。
申家将座钟“搬” 上山墙作装饰， 说明这家不仅见过新
型钟表， 而且追求时尚。 当时， 钟表在中国大众生活中
位置如何呢？

史载： 第一个洋钟是在1582年运入中国的， 洋人送
给两广总督陈瑞的礼物。 明朝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 送给皇宫大小两只时
钟， 因为它们能按时自动击打， 人称“自鸣钟”。 17世纪
以后， 耶稣会教士开始起用中国工匠造钟。 到清乾隆年
间， 皇宫设立造钟坊。 与此同时， 东南沿海的许多城镇
也开始仿制钟表， 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手工业行业。 就
这样， 钟表从西洋进入中国皇宫， 再流入中下层社会。
到荫家堂开建前， 一些城市里的教堂、 商馆、 衙署及公
共建筑， 均安装了自鸣钟。

申家在这一方面最先领略近代城市之风。 他们虽然
生活、 劳作在湘南山区， 可和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
种联系就是米。

申家本是耕读之家， 种田有了节余便做起米生意。
做这种生意， 是申家人精明的“发现”： 蒸水河从村里流
过， 经祁东后汇入湘江， 然后通江达海。 这个家族以农
民式的精明， 因地制宜， 自产自销， 请长工， 设管家，
建立了一支集产、 销、 运的庞大机构， 不几年便成为了
湘中南第一大米商。

2009年6月， 邵东文物部门在距离这里10余里远的
野鸡坪镇普乐村， 发现了荫家堂庄园。 那里不仅有申家
大片良田， 而且有水上粮仓。 粮仓就建在庄园前的池塘
中央， 用青石料做石墩， 水中央建仓， 既可防鼠， 又可
防盗， 实为罕见。 粮食收获之后， 装满船舱， 顺水而下，
直达荫家堂。 然后再从荫家堂装运， 将米送入湘江、 长
江沿岸的城市。

申家人随米船下衡阳，入长沙，到武汉，甚至更远的上
海。 他们带回了银元，积累着财富，也带回了城市的新鲜
事，城市里建筑上的自鸣钟是他们眼中新鲜事之一。

富起来的申家于是建堂。申家祖居在离荫家堂三里来
远的余庆堂。 道光壬午年（1822年），申家主人承述公几经
选择，把荫家堂建在蒸江左岸沙塘庙旁一个如燕窝的地形
上。将座钟这一时尚元素搬到主建筑上，当然是他的主意。
据申氏家谱记载：他“构思而虑远”，在建堂中“左持引，右
执杖，指挥若定，匠工唯唯”，“离祖居三华里，前后近六载，
朝往暮归，不避严寒酷暑”。 堂名“荫家”，取“余荫及远之
意”，同样是他的主意。遗憾的是，乡村终究是乡村，他没有
条件像城里人一样，在墙上安上实物钟，只能弄个泥塑的
作装饰。 这就是荫家堂山墙上塑有英式座钟的谜底。

记者在荫家堂看到，这里与一般中国古民居也有许多不
一样。 譬如说，两旁侧堂，都是一道天井从大门直通后墙，天
井上方是几道天桥，用于连接两边住房楼上的往来。 如此，无
论通风还是采光，比起一般民居要强多了；还譬如说，在主建
筑右头百余步羊牯，“建商店数间，左头百余步建书房”；许多
窗檐上用的是罗马式建筑装饰图样，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云水
等图案……

“在180多年前的邵东民居上，以西方物品装饰，表明
当时他们已走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走南闯北的申家已
经开始与西方文化接轨”———这个观点成立。

寒露风可能早到
晚稻需提早应对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
丹）凉风细雨之下，气温随之而落，12日，全省平
均最高温仅24摄氏度，为入夏以来最低的一天。
气象专家提醒，双季晚稻应提早应对，防范“秋
寒”。

眼下， 我省的双季晚稻大部分处于返青分
蘖期。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中心表示，由于今年早
稻生长期内日照严重不足和受7月中旬大范围
强降水的影响，导致早稻收割和晚稻移栽推迟，
晚稻发育期比去年推迟5天左右；此外，预计今
年寒露风出现时间偏早， 因此双季晚稻受寒露
风危害的风险加大， 建议提早采取有效防御措
施减轻不利影响。

寒露风是指秋季冷空气侵入后引起显著降
温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专家建议，加强田间
管理，合理施肥，科学用水，增强根系活力和叶
片的同化能力，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植株的抗
低温能力； 对寒露风到来时尚未抽穗田块，采
取灌深水保“胎”；在寒露风来临时对正处于抽
穗扬花的稻田，应灌深水保温御寒，有条件的喷
施增温剂，增强抗寒能力，减轻低温危害，确保
安全齐穗。

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欧阳恩涛 尹建国

“这个小书屋解决了我们看书
难，让我们茶余饭后、农闲时节有了
一个好去处。”8月8日，在邵阳县九公
桥镇街边“老党员书屋”里，一位正在
看书的姓邓的村民高兴地说。

“老党员书屋” 的创办人叫伍松
英， 是一个没进过学堂门却有着51年
党龄的农村老太。为了一个“让后代多
学文化”的质朴梦想，她捡破烂换来书
籍，办起了“老党员书屋”。如今，越来
越多的村民成为书屋的常客。

伍松英生于1931年，1963年入
党。由于家庭条件差，小时候没有机
会进学堂读书，不识字。10多年前，老
人看到当地村民文化生活匮乏，萌发
了自办一个书屋，让村民免费阅读的

想法。“从1995年开始，我靠捡点破烂
来维持生计， 恰巧前几年捡了一批
书，于是决定办个书屋。”老人说。

2009年11月，伍松英买了一部分
书，在自家堂屋里办起了“老党员书
屋”。书屋开张后，有些人不理解，甚
至冷嘲热讽， 认为她是想出风头，也
有人说她傻，没事找事做。“有人来看
书，觉得很不错，慢慢地，来的人就越
来越多了。” 伍松英的儿子谢高峰
说。

“老党员书屋” 面积约100平方
米，有农业、医学、生活常识、文学、历
史、 政治和政策法规等各类书籍近2
万册，分门别类摆放在5个大书柜里。
还有200余个介绍烤烟栽培、 蜜蜂养
殖等农村适用技术的光盘。“一位年
轻伢子在我这里看了书后，自学养猪
技术，现在一年收入近20万元。还有
一些妇女原来喜欢打牌，现在也喜欢
到我这里来看书，学习炒菜等技术。”
伍松英的话语中，掩饰不住自豪。

“老党员书屋”里的书不仅可以
免费看，还可以免费外借。由于自己

不识字，每次村民来借书，伍松英就
让他们自己在一本小册子上登记。5
年来，书屋没有发生过丢书的情况。

为了维持书屋运行，并不断增
加藏书，5年来，伍松英不顾自己年
事已高，经常捡破烂换新书。她说：
“我有点钱都舍不得用，都买了书，
喂的鸡生了蛋也舍不得吃，拿去卖
了再买书。”据粗略统计，老人花在
书屋的资金已达6万元。 老人感到
欣慰的是，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关心
和支持下，“老党员书屋”得到社会
各界大力支持 。省委宣传部、省新
华书店及广东省委宣传部、北京市
委宣传部等部门、 单位和个人，先
后捐书5000余册。一些书法大家也
为书屋题字撰联，其中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席张海亲笔题写“老党员书
屋”，邮寄给了伍松英。

“我不想让我们的后代还像我一
样，睁眼不识字。我是一个党员，应该
尽力把书屋办好， 让大家多学点文
化。”伍松英说，这是她费尽心血办书
屋却乐此不疲的缘由。

“三古”的喜与忧

八旬老人自办“老党员书屋”

8月 13日下午 ，
长沙市开福区黑石
渡后街宿舍院内，市
政抢修人员在维修
加固塌陷的大坑。前
日晚上7时许 ， 该宿
舍院内的电动车停
车坪突然塌陷，露出
一个面积约 10余平
方米 、 深 2.5米的大
坑， 停在上面的6台
电动车掉入坑内，所
幸当时坪内无人。

田超 任梦龙
摄影报道

小区停车坪
突现塌坑

记住乡愁
———寻访最美的古村镇、老手艺
湖南日报社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省工艺美术协会
主
办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8月 13日

第 201421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39 1000 1039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664 160 266240

3 45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62997
0 2739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54
733
8551

7
18
205

186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189
95549

247
197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8月13日 第201409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5 2306 08 14 17 21 25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湘潭县妇幼保健院
发生产妇死亡事件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曦）记者从湘潭县
卫生局了解到，2014年8月10日， 湘潭县妇幼保
健院发生一起产妇死亡事件。

产妇张宇于2014年8月10日6时10分到湘潭
县妇幼保健院急诊待产。入院诊断为胎膜早破、巨
大儿，经医生与家属商议决定实施剖宫产手术，中
午12时05分剖出一男婴。胎儿娩出后，产妇出现呕
吐、呛咳，初步诊断为“羊水栓塞”可能。13时50分
院方启动院内、县、市孕产妇抢救绿色通道，14时
20分院方向家属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产妇丈夫刘
某签字确认。同时市、县有关专家主持抢救，产妇
因羊水栓塞引起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经全力抢救
无效于21时30分死亡。21时40分该院业务院长向
产妇堂兄张某告知产妇死亡。

至23时左右，死者家属情绪失控，并有过激
行为， 县医疗纠纷调处中心工作人员迅速赶到
现场，为避免冲突，导致矛盾升级，医疗调处中
心安排医务人员在手术室旁值班室等待。 产妇
遗体安放在手术台上，手术室没有其他人员。

目前，县委、县政府正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
医患双方进行调处， 当地政府也在做家属安抚
工作。此事件正在进一步协调处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