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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笔者与近来很 “火 ”的湖南
科技学院教授张京华有过一面
之缘。

记得去年参加 “湘学溯源媒
体行”采访活动，到永州采访时有
幸聆听了张教授所作 《周敦颐的
思想地位 》的报告 。一般来讲 ，这
样博大精深的选题要让在座的80
后、90后记者听得懂、听得进甚至
印象深刻，是件不太容易的事。但
当时， 张教授一口标准的京腔儿
娓娓道来，通俗易懂，让深奥枯燥
的话题，演绎得出神入化。

在这背后， 张教授身上 “专
注 ” 的品质最让人感动 。 他的
“专”， 在于做学问专心。 我们身
边，常常有各种游离的人。也许有
万千创意， 或者发现了自己可长
袖善舞的空间，但也只是想想，没
有行动，更谈不上久久为功。而张
京华，他选择“做”。他把不到2000
字的 《鬻子 》做成10万字的 《鬻子
笺证》；他把一个二本大学的学报

做成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
刊；他深研湘楚文明史，并在学术
界首提这一概念。这种专注，是一
种内心的坚守，一种忘我的境界，
一种可贵的修养。

他的 “专 ”，在于对名利看得
淡。不少人吐槽，“赶会”成为了一
些专家学者的 “必修课 ”。正所谓
“年年不带看书眼，不是车上即会
上 ”，专家学者忙于挣外快 、拉关
系 、造圈子 ，独独忘了看书 、做学
问。张京华是个例外，他从不参加
与工作无关的会议， 他的时间大
部分用来看书了。很难想象，他办
公室、家里的20个书架，是怎么慢
慢地装满书的。常言道“板凳要坐
十年冷”，学问正是在书斋里三更
灯火、五更鸡鸣地熬出来的，不是
热闹“赶会”赶出来的。

专注于一份热爱的工作 ，心
无旁骛地为之付出、坚持，成功定
会在不远的将来招手。专注，让张
京华充满魅力。 他成就着自己追
逐的风景， 更丰富着别人眼中的
风景。

三湘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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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楚倩 黄巍

4月16日， 云南的泼水节刚刚落
幕,湖南的“大戊梁歌会”精彩亮相。

数以万计的宾客蜂拥而来 ,在美
丽神奇的通道侗族自治县， 品赏
2015年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在
晨曦微露里，畅游神秘的民俗风情步
道，又在移步换景间 ,品味“百里侗文
化长廊”浓郁而又醉心的民族风情。

借节会打造文化旅游 ,满足游客
“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需求 ,不
仅仅是通道，还有张家界、吉首、绥宁
等地，各类节会百花齐放。那些深藏
在大山里的民族文化，如同一个个娇
羞的小姑娘，逐渐探出头来，带给人
新奇与活力。

民俗特色做“内容担当”

“戊梁山上，雾蒙蒙……九喂！条
条大路通顶峰，哎……九喂！哥变山
鹰，妹变树，哎……哎……” 就是这
样纯朴自然的歌声，吸引来了多方投

资眼光。 政府也看好这本土的活化
石，聚合湘、桂、黔的侗族民俗资源，
把“大戊梁歌会”搬上了大舞台。

“文化旅游是一座宝矿，它不比
金矿差，还可以多次消费开采。”湖南
省旅游局副局长高扬先说，节会是推
介宣传旅游资源的良好手段。通过节
会，整合湘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能
歌善舞优势，以音乐为主题，用生态
作支撑，打好湖南旅游品牌的基础。

通道县歌会负责人杨晓黎说，近
两年扩大了“大戊梁歌会”规模，除了
本土艺人写歌作词，更有来自湖南省
歌舞剧院的资深导演献计献策，把侗
族音乐打造成助力通道文化旅游的
主旋律。

联合推介,取经“泼水节”

“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刚刚闭
幕的云南泼水节，为湖南打造品牌节
会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泼水节具有世
界影响力，就连身在异乡的人们也会
以各色方式欢度这个节日，人们把水

泼向对方洗去霉气，寄托祝福，不亦
乐乎。

同样是表达祝福，苗族侗族也有
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节会中所有的
项目都是为庆祝而生。高扬先说：“我
们要借鉴，不等于生搬硬套，我们要
学习的是别人的举办方式、理念和思
路，湘西南浓郁的民俗风情其实很有
看头。”

今年的“大戊梁歌会”融合了湘
桂两省（区）4市的旅游资源，联合举
办原生态风情节。 如此捆绑推介，与
湖南打造旅游品牌的思路不谋而合。
通道县的“大戊梁歌会”，与绥宁县的

“四·八姑娘节”、城步县的“六·六山
歌节”，各具特色。高扬先说：“这3个
县的地理位置集中， 可以联合起来，
形成更高层面更大影响力的节会。”

品牌节会增强实力

节会吸引的是眼球 , 带动的是
人气 , 增加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软
实力。

过去， 文化的交流多是自发的。
而一旦用艺术的眼光、文化的视角看
待旅游， 旅游产业就不再是一潭死
水，而是欢快的溪流融合交汇，推动
旅游文化建设的大江之水， 滚滚而
来。这种文化交流不预设主题、不先
入为主，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 ,面对
面的平等交流。

文化搭了台 ,经贸好唱戏。这次
的“大戊梁歌会”,为湘西南带来更为
便利的旅游条件。一条崭新的公路将
会连接湖南通道和广西桂林，40分钟
的车程就可往返两省之间。

伴随人流而来的信息流、资金流,
也会增加一个地方的经济硬实力。去
年， 张家界举办的国际乡村音乐周，
23个国家、25支国际团队、 数百位音
乐人、200辆劲爆十足的哈雷摩托车
助力音乐周， 吸引了20万游客来此，
被国家文化部总结为“巧用文化软实
力提升国家形象的成功之举”。

湘西南已开春， 万绿铺满山头。
和泼水节一样 ,具有世界影响的湖南

“泼水节”,一定会到来!

黄巍 余楚倩 胡益龙 吴炳

“戊梁山上摆歌台，款歌笙歌唱
起来，歌绕侗乡情意浓，迎接四方贵
客来……”4月17日上午，通道牙屯堡
镇龙门山上人山人海，山头、林间、坡
脚到处是对歌的人， 到处是传情的
歌。龙门山上成为了歌的海洋、舞的
世界。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侗
族“大戊梁歌会”。

侗族“大戊梁歌会”源远流长，是
为了纪念侗族一对为反抗包办婚姻、
追求婚姻自主而殉情的恋人逐渐形
成的，始于宋，兴于明、清。历经几百
年积淀， 现有40多个歌种、2万多首
歌，被音乐界称为人类珍贵的口传无
形文化遗产。2006年，“大戊梁歌会”
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现场，前来赶歌会的通道双江
镇民间艺人石庆玉介绍，“大戊梁歌
会”涵盖了领唱合唱、器乐伴奏、徒唱
等3大门类， 不仅有琵琶歌、 牛腿琴
歌、侗笛歌、木叶歌，还有双歌、酒歌、
茶歌、情歌，其中仅双歌就有近5000
个曲目。

“人们在大戊梁山上聚会赶歌
场，只是以歌传情、以歌会友的开端
而已。白天唱‘日歌’，目的是彼此认
识了解。” 牙屯堡镇团头村民间女歌
手粟珍梅说，赶歌会邂逅，如姑娘看
上小伙，她就会抛出开堂“桃花歌”：

“拢堂恋你结桃花，桃花未开我结主，
我结你主得唱歌。”小伙如有意，则会
应声而和：“拢堂恋你桃花妹，桃花未
开我结主，我结阿妹六十年。”

龙门山上，侗家阿哥阿妹尽情歌

唱，在木叶声、风吹声、鸟叫声、蝉鸣
声伴奏下，旋律各异、音韵不同的“日
歌”漫山遍岭弥漫开来，人海、歌海、
情海，让青年男女“醉”在其中，乐不
思返。

“侗族‘大戊梁歌会’是目前国内
乃至全世界侗族地区规模最大、节目
最全、 与会人员最多的民间音乐盛
宴。”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赵旭东说，这次歌会是历届规模最
大的一次， 湘桂黔3省区300余个村
寨的群众和来自全国各地近10万名
游客参加歌会。“青年男女相约一
起，以歌传情、以歌为媒，缔结美好
姻缘，不仅能传承民族传统习俗，更
能促进3省区边区民族文化交流。”
赵旭东说。

“这次举办侗族‘大戊梁歌会’

暨湘桂旅游原生态风情节， 是促进
旅游区域营销合作的一个举措。”通
道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印宇鹰告诉
记者，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充分展示
通道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
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共同
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旅游产品， 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和竞争力，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张彬）今天，“红色金融历
史展”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幕。湖南省
苏维埃政府壹圆银币、 耒阳劳动券、
第一套人民币62张样币等众多珍贵
文物亮相。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李忠杰，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
金融会计学会会长马德伦，省领导陈
叔红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由中国钱币与银行博
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中国钱

币博物馆、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
会、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联合举
办，建行湖南省分行协办。结合湖南
实际，展览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
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人民银行成立等重大历史时期或事
件，展示了红色金融和红色政权货币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聚合
的历程。

本次展览为期7天，将持续到4月
23日，市民凭身份证可免费参观。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谢璐）
今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
到长沙市调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情况， 先后前往长沙地铁2号
线橘子洲站、 望城区大泽湖街道、湘
江航电枢纽等地考察。 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易炼红陪同考察。

黄建国表示，长沙市纪委的工作
很主动、很扎实，惩治腐败力度大、很
规范，体制改革反应快、起步早，自身
建设要求严、措施硬。他要求长沙市
面对反腐倡廉工作，要正确把握当前
仍然复杂的反腐基本形势；要正确把
握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坚持问题导向、市场倾向、为民方向

来推进改革，哪里问题突出就从哪里
改起，什么问题老百姓最期盼解决就
改什么，进一步解决“错位、越位、缺
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乱
作为、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要全
面把握工作重点，围绕“不敢腐”抓惩
治，围绕“不能腐”抓制度，围绕“不想
腐”抓教育，围绕“不用腐”抓保障。

易炼红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是“输不起的斗争”，长沙市
委、市政府将始终高度重视、常抓不
懈，坚持有腐必反、有案必查、有责必
究，落实“两个责任”，打好持久战，实
施组合拳，让省会的政治生态更加风
清气正。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灵军）4月16日至17日，省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深入
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桂东、汝城等
地调研“同心工程”工作。她强调，要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资源力量，以“四
同创建”(同心园区、同心项目、同心社
区、同心乡村 )为着力点，推动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

李微微首先在郴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考察了同心·海联产业园， 对该
园区一年多时间完成12栋、30万平方
米标准厂房建设的效率和质量给予
肯定，提出要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招商，重点吸引“海龟”企业家来
郴州创业，尽快让“同心园区”全面投
产。

随后， 李微微来到桂东县角塘

村、东坡村、水湾村、大洞村、梦花园
种业有限公司、 沙田镇等地察看了
“同心乡村”、“同心项目” 创建情况，
深入多户农民家里征求农民对“同心
工程”的意见和建议。

在汝城调研时，李微微看到一个
个“同心项目”、“同心社区”、“同心乡
村”正展现出勃勃生机，十分高兴。她
要求动员更多统一战线成员参与到
“四同创建”中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
惠。

调研期间，李微微希望各级党委
政府要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
法宝作用，深入实施“同心工程”。各
级统战部门要创新机制、 激发活力，
影响和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四
同创建”中来，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凝心聚力。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陈潇） 今天上午，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
对2015年度财经类的代表建议进
行集中督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蒋作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督办会上，省发改委、省经信
委、省财政厅等21个代表建议主办
单位先后汇报了各自建议办理工
作情况。据介绍，在今年省十二届
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共
提出建议1356件，其中财经类的建
议592件。目前，负责承办这些建议
的单位均已明确了责任分工，建立
和完善了重点建议单位领导领办
制度、与代表沟通联系制度、办理
情况审查审批制度等办理机制，并

明确了办理时限，以保证建议办理
的进度质量。

蒋作斌在会上强调， 办理好
代表建议是各级人大、 政府及其
各有关部门共同的法定职责，也
是践行群众路线、依法行政、执政
为民最基本的要求。 要把办理建
议的过程作为调查研究、 联系群
众、改变作风、促进工作的过程，
突出重点， 抓住社会各界比较关
注、 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重大问题，下功夫认真办理，力求
解决问题，取得实效。要采取“请
上来”或“走上门”的方式，加强与
代表面对面的沟通， 并深入调查
研究，找准问题症结，确保建议办
理质量。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刘烨）今天，全省安全生产警
示教育暨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通报视频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一季
度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形势总体良好，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减少
34起、20人， 分别下降3%和10%。副
省长戴道晋出席并讲话。

会上播放了我省近期发生的几
起典型事故警示教育专题片， 溆浦
县、桑植县、双峰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就本县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情
况作了发言。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安
监局局长邓立佳通报了全省一季度
安全生产形势及工作情况。

1至3月， 全省未发生重大及以
上事故。 发生各类生产经营性安全

事故1091起，死亡181人，同比分别
减少34起、20人。其中，全省工矿商
贸领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24起、死
亡43人； 煤矿、 非煤矿山、 铁路交
通、 农业机械等4个行业事故起数
和死亡人数同比均有所下降； 建筑
施工、 烟花爆竹事故死亡人数同比
持平，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行业未发
生事故。

戴道晋在会上指出，一季度我省
安全生产工作喜中有忧，形势依然严
峻， 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要始终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坚
决遏制较大事故上升势头。各级政府
部门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着力夯
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推动全省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国
斌）今天上午，湖南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扫黄打非”工作
开展情况。 今年将开展四大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违禁出版物、网络淫秽
色情信息等。

据介绍， 按照全国统一部署，湖
南今年将开展“清源”、“净网”、“秋
风”、“护苗”四大专项行动，把违禁出
版物及其有害信息作为“扫黄打非”
的重中之重严厉打击，对网络淫秽色
情信息大张旗鼓严厉打击， 对假媒
体、假媒体机构、假记者、假新闻及新

闻敲诈行为毫不放松严厉打击，对非
法少儿类出版创新方式严厉打击。

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也带来了网
络非法出版物、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
传播扩散等问题，微博、微信、微视
频、微电影等成为淫秽色情信息的滋
生地。对此，“扫黄打非”工作部门将

加强与网信、通信管理、公安网监等
部门的合作，对省内网站进行24小时
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全
省共出动检查人员9.7万人次， 收缴
非法出版物63万多件，立案查处“扫
黄打非”案件1305起，取缔关闭非法

出版物店档摊点1186个、印刷复制企
业3家，删除屏蔽网络有害信息22369
条，关闭违法违规网站22个。成功查
办“津市市王某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案”、“常德‘1·18’假记者诈
骗案”、“长沙‘3·7’销售淫秽出版物
案”等大案要案。

专注是一道风景

黄建国调研长沙党风廉政建设时强调

围绕“四不”抓反腐

李微微在郴州调研“同心工程”时强调

以“四同创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红色金融历史展”长沙开展

打造湖南的“泼水节”
———侗族“大戊梁歌会”带来的思考

情动大戊梁

24小时监控网站

湖南严厉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信息

省人大集中督办
财经类建议办理工作

一季度湖南安全生产工作
总体良好

4月17日上午，“大戊梁歌会” 分会场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村芦笙文化广场， 侗乡儿女着盛装进行芦笙对抗赛。当
天，通道多个分会场举办“坪坦河畔唱耶歌”、“龙门山上唱大歌”、“万佛山下唱情歌”等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4月17日，“红色金融历史展”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陈淦璋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