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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群文团队
创精品海外夺冠

本报12月9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向晓菊 记者 陈薇）
日前， 泸溪县群文团队金秋队应邀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
的“2014年中、日、韩三国国际文化交流展”。该队编创的
民族舞蹈《阿婆情醉摇篮曲》在交流展中荣获“首尔杯”国
际邀请赛金奖。

据了解，本次活动3个国家共有17个节目入选。泸溪
县群文团队金秋队入选的节目以优美的舞蹈、 靓丽的服
饰、美妙的歌声、浓郁的地方特色一举夺冠。

泸溪县现有铜管乐队、电声乐队、业余戏剧团、腰鼓
队、文艺表演队等群众文艺团队101支。这些文艺团队积
极参加各种演出，编创了花灯、九子鞭、团圆鼓舞、扇子舞
等多个节目，金秋队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家界全国首推
导游意外险
180元最高可保10万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邓道理）
近日，张家界市旅游协会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张家界
中心支公司正式签订张家界市导游意外保险合作协议。投
保期间， 张家界执业导游年缴180元保费， 如发生意外事
故，可获得最高10万元的保险理赔金。据了解，张家界此次
推出的导游意外保险险种，在全国尚属于首创。

根据协议，凡年龄在18岁至64岁，身体健康、能正常工
作的张家界市导游均可投保。在3年合作期内，投保导游如
发生重大疾病、疾病身故、意外住院和门急诊、意外残疾、意
外身故等，可根据实际情况获得2万元至10万元的保险金。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东升 伍丽鹏

12月9日一大早， 永州市冷水滩区解放路社区
的一间书屋已来了不少读者。63岁的书屋主人王锐
锐满脸堆笑地忙碌开了。

王锐锐原是该区造纸厂职工， 老伴没有工作。
2000年,王锐锐内退时每月只有400元退休金，老两
口不得不省着花。

这时， 左右街坊邻居用临街门面开起了麻将
馆，生意红火。亲戚朋友提议王锐锐也开麻将馆，补
贴家用。他家的门面可以摆10桌麻将。

王锐锐在社区转了好几圈，发现偌大的社区居
然没有一家图书室。于是，他执意要开一家书屋。他
平时喜欢看书， 已经有1500多册藏书。 他购回近
1000册图书，开办了社区第一家书屋。

当时，借阅图书的市场收费为每天0.5元，每月
10元。可王锐锐却定下规定：借阅费由读者随意给，
要是学生和下岗工人，费用全免。

这些年，多少人进出书屋已无法统计。很多人
从小就在这里看书借书，一直到上大学。还有不少
下岗工人、 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在这里找到了致富
经，成功创业。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王锐锐“王教
授”。

朱文君从小学5年级开始在这里看书， 研究生
毕业后担任广州一家外贸公司的英语翻译，他深情
地说：“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14年来， 王锐锐书屋的月收入最多不过400
余元。 王锐锐告诉记者：“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
走在大街上，经常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喊我‘王
教授’，说在我的书屋里看过书。不少读者主动捐
书给我，书屋藏书有1万多册了。”说话间一脸的
自豪。

眼下，随着电子类读物的普及，来书屋看书的
人有所减少。王锐锐坚定地表示，只要有一个读者，
也要把书屋办下去。

本报记者 陈薇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坐落
在中南大学深处一栋宁静的实验楼5楼。

记者日前来到这里， 敲开一道墨绿
色大铁门，挂着的一幅牌匾引人注目，印
有文字：“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南
大学创新平台之一， 系湖南省普通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经过近30
年田野考察和不断采集积累， 中国村落
文化研究中心积累和集藏了相当规模的
有关中国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活、 文化教
育、宗法礼制、宗教信仰等物质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和大量的文献、 图像
与数据资料……”

该中心的展厅陈列着部分实物，记
者来到中心主任胡彬彬办公室， 采访了
这位“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拓荒者”。

“约3天就有1个消亡”

胡彬彬说：“自上世纪末开始， 我们
不断为保护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向国家呼
吁进言， 并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村落文化
的保护推向了国家历史文化保护战略，
这非常令人欣慰。 国家从2012年起启动
了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 而且投入逐

年增长。但从整体情况看，中国传统村落
正在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遗存与保
护情况不容乐观。”

2014年6月12日至9月20日，中南大
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8个专
项田野考察组，对“（长）江（黄）河流域”
传统村落展开行经11省、 行程18500多
公里、 为期3个多月的跟踪式田野考察。
调研数据显示在2010年尚为活态存在
的1033个传统村落，在4年间，又有461
个因各种原因消亡， 总数消失了44.6%，
平均每年递减11.1%。也就是说，在此次
考察范围之内的传统村落中，约3天就有
1个消亡。

胡彬彬认为， 中国传统村落消亡的
主要原因，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
得许多村落被空置，甚至遭遗弃。同时，
道路交通的改善、 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信
息网络覆盖面的扩大等原因， 加速了外
来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和力度， 村落传
统文化趋于边缘化，家庭意识、家族文化
与习俗传统日趋弱化。 村落文化被人们
下意识地视为落后、甚至是遗弃的对象。

“传统村落文化的内在结构正在瓦
解， 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面
临逐渐消失的危险，可谓是到了‘生死存
亡之秋’。”

真正活着的、 最优秀的传
统文化其实在村落里

今年6月，一场“苗侗村落文化进中
南”的活动在中南校园举行，引发关注。

由70位当地苗侗农民和护林员组成的
绥宁县黄桑苗侗村落文化表演队以歌舞的
形式， 原汁原味地再现了苗乡侗寨的生活
场景和民俗风情。哭嫁、迎亲、打洞房，嬉笑
哭闹的一幕幕民俗场景， 将古老苗侗村落
的生存状态、传统文化展现在人们眼前，生
动、平实，让人身临其境。胡彬彬解释，活动
的目的是让当代大学的文化精英与中国传
统村落的优秀文化零距离对话，感知“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好在哪里”、“研究和保护
村落文化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胡彬彬说：“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践
行者。 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就是历史
悠久的村落中的这些原住民。 他们的生
产生活、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与价
值取向等， 无一不体现着中国的传统文
化。在我看来，真正活着的、最优秀的传
统文化其实就是在村落里。”

“然而，传统村落消逝的速度，远远
超过了我们调研考察的速度。考察期间，
我们几乎在与时间赛跑，非常费力，亲眼

目睹了不少传统村落就这么在各种错综
复杂的无奈之中， 无声无息地消亡了，这
很让人痛心。”

“活态保护”是重中之重

“文化因人而生。传统村落文化的价
值，不仅仅只体现在传统村落的固态建筑
上， 更体现于原住民活态的生产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精神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活
态’之中。如果没有‘活态’存在，传统村落
会成为死‘标本’。因此，保护也应‘因人而
施’。”胡彬彬一再强调，“活态保护”始终
是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让他欣慰的是，当下不少传统村落的
村民们已经觉悟到传统的家、 传统的村
落、传统的文化的“金贵”，自觉要把这种

“金贵”发掘出来，保护起来。
“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在我省广大

的武陵山片区，还分布遗存着700多个历史
悠久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原住民文化中，
不乏‘奇风异俗’。不少村民，这些年不再出
外打工，而是在自家‘种好老祖宗留下的地，
守住老祖宗建起的寨子’。他们相信，总有一
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会吃上‘文化饭’。”
对于将来，胡彬彬充满希望，“村民有‘觉’有

‘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方兴未艾。”

教科文卫新观察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调研显示———

保护传统村落文化迫在眉睫

借阅费由读者随意给， 只为
让更多的人来读书———

“王教授”的借阅人生

12月9日，郴州新田汉演艺中心，湖南昆剧团的演员在表演昆曲《牡丹亭》。当日起，这里每晚都将上演昆曲表演、播
放《昆曲六百年》宣传片，传播昆曲艺术，丰富市民生活。 贺茂峰 摄

2014DI创新思维
北京国际邀请赛落幕
湖南学生获奖总数排名全国第一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谭迪熬） 昨
天在北京结束的2014DI创新思维国际邀请赛上，湖南成
为大赢家。 前去参赛的53支中小学队伍中，15支队伍获
得了进军明年在美国田纳西州举行的全球总决赛资格，
另有33支队伍获得了本次北京赛事的三等奖，获奖总数
居全国第一。据悉，这是从2008年湖南参加这项赛事以
来成绩最好的一次。

湖南代表队中，成绩最好的是中南大学第二附属小
学梦想组合队，7名同学在参加C类主题恐怖童话的比赛
中，通过即时挑战和团队中心挑战两项比赛，获得该类
比赛小学组一等奖和即时挑战第一名，均是湖南在这项
赛事中的突破。

DI是“DESTINATION� IMAGINATION”的缩写，原
意是“目的地想象”。赛事项目涉及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
和高等教育领域，分机械类、科技类、艺术类、即兴类、结
构类和“明日之星”6大类别，以培养青少年创意、团队合
作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006年起，这项赛事在中国推
广，目前已覆盖26个省市。

（紧接1版）改革必须从这里破题，从这里入
手，从这里突破。进而加快港口发展，带动
传统农业、工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提升， 把岳阳建成湖南开放型经济
的桥头堡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改革集结号在岳阳吹响。 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了， 市委书记卿渐伟
任组长，下设9个改革专项小组，明确了目
标任务。卿渐伟说：“就是要充分利用‘一带
一部’发展关键部位的优势，紧紧围绕融入
长江经济带，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抓住‘黄
金机遇’，实现‘黄金发展’。”

在临港新区，流传着一个“2号公章”的
故事。岳阳市委、市政府将14个部门的65项
行政审批权下放到临港新区直接行使。市
发改委刻了一个“岳阳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2”的公章给临港新区，代行项目审批权。

“审批权下放到临港新区，受益的是企
业。”海圣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伟
感受颇深。 公司项目手续由临港新区全程
代办，一个工作日就办理了项目立项，并在
第一时间组织专家进行环境评估， 两个工
作日就领到环评批复， 整个过程没花一分
钱。而在以前，立项要去市发改委，需要5个
工作日；环评要到市环保局，至少要15个工
作日。

“使出吃奶的劲，也要攻坚
克难”

改革进入深水区，“权”和“利”成为最
难攻破的两大堡垒。而且，“权”与“利”往往
又是相生相伴的。因此，要打破部门阻碍改
革发展的权力掣肘， 就必然牵涉到利益的
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放权让利，比割肉还
难，比剜心还痛。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 出现了一些
“保权”现象。有的站在部门角度，找各种依
据、理由推诿;有的作表面文章，避实就虚，
采取“技术处理”的手段，保留综合项，分解
审批事项，取消小项目;有的把一般的管理
事项“上升”为审批事项上报，把涉及收费
的审批项目隐藏起来;有的把不能减的提出
来建议取消，把应该减的提出来要求保留。

岳阳市下决心把13项非行政许可列入
取消范围。市委编办在与相关部门衔接时，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等6项受阻，反复协商近
半年，仍未达成一致。“敢于打破既得利益，
才能有所突破。” 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岳
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盛荣华出面做工作，最

终啃下了这个“硬骨头”。
行政审批权下放， 同样遇到了巨大阻

力。岳阳市顶住压力，坚决还权于基层，还
权于企业，还利于人民。

岳阳市把用地许可权下放到临港新区
后，有关上级部门以“非县级以上政府不能
行使用地许可权”为由干预。“较劲”几个月
后，岳阳市采取措施，由市国土资源局在临
港新区设立派出机构， 对用地许可权实行
双重管理。

对直接面向基层、能就近办理，由地方
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事项， 岳阳市一次下放
给县级审批事项32项， 不仅方便了群众和
企业，而且避免群众“多头跑、审批难”，提
高了工作效率。如过去办理“水域滩涂养殖
证”、“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核发”、“拖
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资格认定”
等，至少要一周。现在直接下放到县级后，
更方便群众就近办理，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改革步步艰难，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
触动一些部门、单位的既得利益，都有重重
阻力必须冲破。

今年9月，接到临港新区发出合作的邀
请，上海港务集团负责人赴城陵矶考察，离
开时却撂下一句话：“合作可以， 但必须整
合码头！”

上海港务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运
输企业，运输量占长江流域的60%以上，一
张航运物流网已经将武汉港等8个重要港
口“一网打尽”。倘若与其合作，岳阳就能靠
大船、奔大洋！

可是，作为
湖南唯一的国
家一类开放口
岸，岳阳长江岸
线布满27个大
小码头。这些码
头各自有主，大
多为国企、私企
和货主的自有
码头，管理主体
不同。整合事关
利益难上难。但
是， 盛荣华说：

“使出吃奶的
劲，也要攻坚克
难。”

今年9月，
岳阳市政府出
台《岳阳市港口

岸线使用管理办法》，对港口和岸线统一管
理、规划优先、集约使用。据此，岳阳将对码
头收、撤、并、转，实现统一规划、综合协调
和一体化开发， 充分发挥码头对临港经济
的拉动作用。

目前， 临港新区与上海港务集团合作
事宜已展开多轮谈判， 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正在改革中酝酿。

“形成多孔，全局才活”

一幢两层卷廊欧式建筑， 立于烟波浩
淼的洞庭湖畔。这是有名的岳州海关旧址，
人称“老码头”。从这里驱车3公里，便到了
城陵矶新港码头。两个码头几分钟车程，却
恍若跨越了一个世纪， 见证了改革开放的
沧桑巨变。

早在清末就有海关的岳阳， 直到4年
前，外轮进出仍需到武汉报关，“一船一报、
一船一议”。 深化改革使港口地位迅速提
升，如今城陵矶港已成为亿吨级大港，开通
了港澳台及日本、韩国直达航线。

一艘满载2300吨烟花的海轮， 从城陵
矶码头迎着风浪开启前往香港的旅程。望
着海轮远去的背影， 城陵矶国际航线船舶
代理业务负责人张旦祥感慨地对记者道：

“过去到武汉报关非常麻烦，往往要花费十
天半月， 并交一笔至少3万元的航道维护
费。现在，就地报关，非常便捷，节省了成
本。”

经历改革的阵痛后， 岳阳化工产业迎
来浴火重生。

走进有60多家企业的岳阳绿色化工产
业园， 却看不到烟囱林立， 闻不到刺鼻气
味。灰色的蒸汽管道，从华能岳阳电厂一直
铺设到园内的分汽站，再输送到各企业。仅
此一项，让园区90%的锅炉没了用武之地。
园区通过污水处理、尾气回收，变废为宝，
实现循环低碳发展。

先改先发展，早改早获利，岳阳人已经
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

独一无二的口岸优势，既是岳阳的，也
是湖南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岳阳
人大胆提出“双核”战略，谋划更大的发展。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需要双核结构
带动。这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地理现象。比如
广东有广州、深圳，山东有济南、青岛，江西
有南昌、九江。湖南目前只有长株潭一核，
而岳阳极有条件可能发展为另一核。

“‘双核’战略恰好契合了围棋的‘气
孔’理论：双孔则活，单孔则死，孔越多，连
越紧，棋越活。”盛荣华说，发展布局如下围
棋，形成多孔，全局才活。岳阳作为湖南融
入长江经济带的门户，完全有基础、有潜力
成为湖南发展棋局上的一孔， 一个新的增
长极。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登临岳阳楼，
极目远眺，长江以浩荡之势滚滚而来，在洞
庭湖掀起壮阔波澜。 岳阳正在迎来属于自
己的“江湖”时代！

根据中央文明办《关于做好第四届全国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推荐工作的通知》要求，现
将我省拟推荐的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岳阳市、株洲
市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在公示期间内，欢迎广大群众以来信来电等形
式， 反映拟推荐城市主要领导是否存在严重违纪、
违法犯罪，被“双规”或被追究刑事责任；发生全国
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 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危
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重大刑事
案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情况。以个人名义反映
的应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单位名
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的印章。反映公示城市的
问题和情况，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得借机诽谤
和诬告。

公示时间：2014年12月5日至12月11日。
受理部门：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
联系电话：(0731)82217445。
通信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1号省委三办公楼

405。
邮政编码：410011。

湖南省文明办
2014年12月5日

关于我省第四届全国
文明城市推荐名单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