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李
宁） 丈夫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而
被司法拘留， 自己又因暴力抗法
被刑事拘留。昨日上午，浏阳市人
民法院执行干警向关押在当地看
守所的被执行人谢秀兰宣讲法
律， 她在得知自己抗法的严重后
果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邓应来和谢秀兰夫妻是浏阳
市人，2012年间，因民间借贷、拖欠
工程款等19起民事纠纷被法院判

决应支付赔偿款共220万余元。今
年12月1日，法院以邓应来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为由对其进行司
法拘留。23日上午9时， 法院与当
地公安、 公证及社区工作人员一
同来对该夫妻名下的被执行财产
（一幢KTV商铺）进行处置，并对
执法过程录像。 谢秀兰不顾多次
警告冲击隔离线， 并对法院干警
手抓脚踢， 当场被公安干警以涉
嫌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

夫拒不执行 妻暴力抗法
浏阳一夫妻分别被司法拘留和刑事拘留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刘杰华 耿有为）12月25日下午，121
棵优质靖州杨梅树在伟人故里韶山毛泽东
同志纪念园落地生根。同时，韶山市举办杨
梅林揭牌仪式，韶山、靖州两市县签订旅游
框架合作意向书， 结成旅游互通互利发展
伙伴。

“韶山与靖州结成旅游发展合作伙伴，
可谓强强联手、互利互惠、相得益彰。”韶山
市副市长刘科说。近年来，韶山和靖州在利
用自身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上，都进行了有益
探索。韶山树立“大韶山、大景观、大旅游”理
念，红色文化旅游业发展迅猛，成为带动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靖州作为“江南第
一梅”靖州杨梅主产地，通过举办杨梅节、对外
展销会等，提高了靖州杨梅知名度，吸引大批游
客前去摘梅、品梅、赏梅。

根据这次签订的旅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韶山、靖州今后将在市场互通、产业互助、科研
交流3个方面开展合作，包括共建客源市场互推
平台，相互牵线搭桥，利用双方独有的民俗旅游
和红色旅游资源促成双方客源交换； 利用各自
网络、微信、平面媒体、户外广告牌、旅行社等平
台， 形成靖州少数民族风情旅游与韶山红色旅
游宣传推荐互动。同时，双方围绕“红红火火，扬
眉吐气”的旅游主题，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江南第一梅”扎根伟人故里
韶山靖州以梅为媒合作发展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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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热心

自5月开始，本报开设了“记住乡愁”
栏目， 报道了湖湘大地一批“三古”（古
镇、古村落、古民居）的现状，目的当然是
唤起大众的保护“三古”意识，留住这些
烙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一个
深层次的问题是，保护的路径是什么？

1、处处乡愁处处美

“三古”是道道风景。在湖湘大地，有
张谷英这样聚族而居的朴实民居， 也有
零陵周家大院那样的豪华官居； 有典型
的徽派建筑， 也有已湖湘化的洪江古商
城、绥宁于家大院那样的窨子屋，还有陈
氏融合北方风格四合院； 有城步大寨那
种典型的苗寨， 也有汝城石泉那样典型
汉族村子；有像桂阳泗州寨那样“五里商
街”，也有湘西南那种具有防御功能的堡
垒式建筑……无论哪一种， 在今人看来
都是风景。

“三古”沉淀着文化。古民居无论从
其选址、布局、结构，还是雕刻、书字、摆
设，都有来历和出处，体现出中国传统文
化。如，选址中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
想，布局中的“文房四宝”的对应，门楣上
家世字样的标示， 都是中国文化元素的
彰显。湖湘大地的“三古”，除建筑上的鲜

明特色外，更有非同一般的内涵。譬如，
麻里湾里的山泉美，沅陵乌宿的求知美，
醴陵沩山的厚重美，都散发无穷的魅力。
它们可能不悦目，却可以赏心，更可以陶
情。无疑，这是乡愁中另一种美的形态。

“三古”是乡愁载体。故乡的山、水、
房、路，还有乡音、故事、人物……都会激
起人们对故乡思念的美好情感， 可以激
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而热
爱家乡是热爱祖国的起点。

2、保护路径得探索

保护“三古”，留住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之根，是全社会的共识，也是这次寻访
活动的主旨。

可保护的路径是什么？
这次“记住乡愁———寻访‘三古一

老’”活动发起人之一，湖南省文联副主
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曾应明，在寻
访了岳阳、益阳、永州、邵阳、涟源等地
后，感触颇深，认为有效地保护“三古”，
必须走商业运作之路， 增强其自身的造
血功能，实现由资源到财富的转化。

他举例说， 这些年乡村旅游景点开
发已形成一股热。 山西的乔家大院是人
们游晋时必去的景点， 江浙水乡的古村
游，江西的婺源“梦里老家”游，福建的土
楼游，贵州的苗寨游，也成一时热门。在

湖南，张谷英的开发走在最前面，接着有
桂阳的阳村、永兴的板梁、江永的上甘棠
等。这些地方，通过商业化运作，不仅让
“三古”得到保护，也增加了乡村旅游资
源。实践证明，只有走商业化运作之路，
才能打通“三古”修缮、提质中的资金投
入“瓶颈”。正因为这样，省政府在今年6
月启动的保护古村工作中，确定了“多元
投入”的路径。

记者在寻访中得知，各地早就在探索
“多元投入”的机制。汝城县人大常委会则
以地方法规的形式， 结合新农村建设，集
中各个口子的资金，有计划地保护一批古
村，如外沙“太保第”等。浏阳市对桃树湾
明清古民居进行修缮，当地政府成立民居
修缮委员会，政府、商家、业主共同筹资
150万元，对其进行抢救性修复。

3、莎翁故乡的启示

曾应明在今年7月， 特意考察了英
国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斯福。

他告诉记者，斯特拉斯福人口仅2万，
既无工厂，也无农田，第一眼的感觉后，不
由得发问：他们靠什么营生？过细的审视，
发现除了莎翁故居、“莎士比亚中心” 外，
不是宾馆就是酒店。这里的建筑、设施、商
品，从商标到命名，都和莎士比亚有关，简
直是一个莎士比亚的世界。当成群结队的

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大批大巴鱼贯而来
时，他们明白了：旅游就是这里的产业。据
导游介绍，游客每年达150万人次。莎翁是
他们取之不尽的文化红利。

曾应明算了账： 这里每年仅门票收
入折合人民币1.8亿元，2万人的小镇人
均9000元，而住宿和餐饮等肯定是这个
数好几倍。

“我们还用得着替斯特拉特福的衣
食担心么？”曾应明自问，“可这种资源在
我们湖南比比皆是啊！”

4、要紧的是高起点

曾应明认为，保护“三古”确是一件
迫在眉睫的事， 因为现在一些处于危急
之中的建筑可能因为一场风雨化作一片
瓦砾， 一些颇有内涵的建筑可能因为产
权属于个人，毁于拆旧建新之中。

但是，保护“三古”应该采取“急事”
从长计议着办的方略。“从长”，就是要深
谋远虑，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经济发
展、 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计议”，就
是必须以大手笔、大筹划出成熟的保护、
开发方案，达到保护、开发一步到位。

在保护“三古”过程中，来不得“草鞋
没样，边打边像”这个过程，必须克服急
功近利的心态，以免造成“画虎不像反类
犬”的遗憾。

“创一代”传道授业
“创二代”

两代企业家共话民企发展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覃成元 陈鹏）

今天下午， 在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商会举办的“产业金融创
新， 启承民企未来” 论坛活动中， “创一代” 企业家与“创
二代” 企业家们共聚一堂， 交流管理企业、 发展企业的成功
经验。

活动内容包括省青商会年度工作总结和新一年工作展
望， 岳麓区区情介绍及项目推介， 第二期青商大讲堂活动
等。 在青商大讲堂环节， 省青商会邀请父辈“创一代” 企业
家代表进行主旨演讲和论坛对话， 向台下的年轻企业家们

“传道授业解惑”， 引起强烈反响。
“企业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把创新作为整个经营活动

的必要抓手。 互联网是一次革命， 传统行业要利用互联网的
优势， 结合自己企业的优势， 实现在互联网时代的同步而
行。” 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胡子敬点出了与时俱进
这个企业发展永恒的主题。 “国企有融资能力， 民企有市场
开拓能力， 二者应该优势互补， 展开深度合作。” 广东广业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一平阐释了国企与民企的合作与
创新。 “年轻企业家首先要善于‘清零’ 负面的想法， 敢于
付诸行动， 其次要有预见性， 善于计划， 第三要懂得整合资
源， 产生价值。”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胜龙说。
随后， 湖南美林家美集团董事长喻春光、 忘不了服饰有限公
司董事长罗美元等“创一代” 企业家还围绕“金融创新” 话
题与大家进行了对话。

在场的青年企业家们纷纷表示， 参加此次活动受益良
多， 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积累了创业经商经验， 提升了管理
运营好企业、 促进企业更好发展的信心。 据了解， 省青商会
成立一年来， 先后组织老一代企业家代表讲座、 新老企业家
沙龙等形式， 消除不同年代的代沟， 传授了企业运营和管理
经验， 进一步加快了青年企业家的成长步伐， 阵阵“头脑风
暴” 让青年企业家受益匪浅。

乡愁，如何捧起 ———对保护湖湘大地
古镇、古村落、古民居的思考

京广铁路湘北段
冲刺技改升级

升级后可大幅提升运力和安全正点率
本报12月26日讯(通讯员 曾福如 陈卫强 记者 王晴)记

者今天从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获悉， 由他们
承担的京广铁路湘北段岳阳站等4个火车站的电务技改升级
任务，现已进入扫尾冲刺阶段，预计整个湘北段技改扩能重点
工程将于2015年2月全部完成。这段铁路通过技改升级以后，
其客货运输能力尤其是安全正点率将大幅提升。

京广普通铁路是从北至南纵贯我省的客货共用运输大动
脉。为提升该铁路湘北段运力，国家有关部门确定对其进行技
术升级等扩能改造。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4年6月承担这一建设重任后，先后启动实施了“车站现代
化指挥调度系统”、“铁路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等项目技改和
升级换代。同时，采用高新技术对“室外正线交流提速转辙设
备”等项目进行精心设计和严谨施工。这样，不仅为提升运力
提供了可靠保障，而且为铁路运输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建设
者们在保证不影响现有设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 确保了这一
重点工程的高水平、高质量实施和按期推进。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曾
楚禹 通讯员 杨顺友 杨序东）12
月25日，芷江侗族自治县新店坪
镇荷叶塘村，村民们将红菜苔、大
蒜、生姜、白菜等时鲜蔬菜往贵州
商贩的小货车里装。“前几年可不
是这样！” 村民邓光海边忙着装
货，边笑着说，“前几年路不好，一
下雨到处坑坑洼洼， 什么也别想
往外运，没有商贩来，更谈不上卖
个好价钱了。现在好了，公路修到
家门口，商贩主动找上门，菜价比
以往高出一倍多！”在芷江，乡村
公路像毛细血管延伸， 编织出一
张大山深处的“富民路网”。

芷江山高谷深， 农村边远贫
困山区交通极为不便，行路难、上
学难、货物进出难，成为人民群众
脱贫致富的“老大难”。为改变全

县农村交通设施建设落后状况，
近年来，芷江县委、县政府大力实
施“交通先行”战略，把农村公路
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
目， 一场声势浩大的交通大战在
全县拉开序幕。几年攻坚克难，芷
江农村公路里程达到1837公里，
全县乡镇100%实现了水泥路面
硬化、行政村通畅率达96%。

如今，芷江侗乡人民行路难、
货物进出难已成历史。走进木叶溪
乡， 一条条乡村公路干净整洁，一
排排行道树整齐清新，一块块标志
牌清晰醒目。“柑橘之乡”禾梨坳乡
在2010年就实现了100%的行政
村通水泥路。 交通环境的改观，有
力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该乡的
“氵舞水”牌柑橘从乡村小道走出大
山，走向全国，远销到俄罗斯。

芷江“编织”富民路网

12月26日，“伟人故里 韶山”号飞机抵达长沙黄花机场。由湘潭市旅游局和奥凯航空联合喷
涂的“伟人故里 韶山”号飞机当天正式首航，首航航线为长沙至昆明。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黄崇成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