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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姚学文

2月初， 长沙市内各中小学均已放
假， 但在望城区桂芳村的一所学校里，
一切运作如常。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睿智特色
教育培训学校”。 这里的学生， 或叛逆、
或厌学、 或打架斗殴、 或上网成瘾、 或
殴打父母、 或吸毒等， 被贴上“偏差青
少年” 的标签。

教育转化学生约2000名
“一、 二、 一……” 校园内， 50多

名学生在教官的带领下， 精神抖擞地做
着早操， 一旁的小涛 （化名） 微笑地看
着。

小涛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如今已
重返大学， 这天他利用假期， 专程来看
望老师和昔日的同伴。

小涛从小成绩优异。 高三时， 父母
停职陪读， 希望他考上清华北大。 无法

承受的压力， 让他逃避到网络世界， 成
为一名“网瘾少年”。 2015年9月， 他虽
走进了哈尔滨一所大学， 但他沉迷于网
络世界不能自拔， 无奈之下， 父母将他
从学校接回送到了这所学校。

4个月后， 他变了， 从抑郁变得开
朗， 从冷漠变得热情。 离校时， 他对老
师充满感激： “在这里， 我找回了自己，
找到了梦想， 你们是我人生的‘灯塔’。”

2004年办学以来， 该校已教育转化
约2000名学生。 校长罗铁生对此很感动
很欣慰。

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罗铁生做的一个调查发现： “偏差

青少年” 中， 12到18岁的孩子占了总数
80%以上， 而“网瘾青少年” 占了绝大
部分， 应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对‘偏差青少年’ 的教育不能放
任不管， 因为这会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严
重危害。” 罗铁生说。

据调查， 目前政府对这块教育的关
注度， 还处零状态。 目前， 湖南有26所
特教学校， 但都是民办， 公办学校还没
一所。 “多数学校没注册， 且教学资质、
教育质量良莠不齐。” 罗铁生说。

“这类学校不好管。” 说起这个问
题， 长沙市教育局民办教育处处长刘凯
希说， “一是法律依据不足，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规定，
只有学历教育、 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
学等文化教育类民办学校属于教育行政
部门审批范围， 特教学校不在此列； 二
是这类特教学校的教育理念、 教学方法
与普通中小学大相径庭， 更多采取军事
化、 强制性教学手段， 超出了教育部门
的管辖范畴。”

提供专业辅导帮助“纠偏”
那么， 这类孩子的教育究竟该由谁

来管？
刘凯希认为， 普通中小学应承担起

这个任务。 “将这些孩子推到特教学校，
是目前的一种无奈之举。” 刘凯希说， 若
要设置特教学校， 政府部门则要明确学
校的设置标准、 审批管理责任主体、 教
学理念、 课程设置、 师资配备等。

省政协委员、 长沙民政职院社会学
教授史铁尔也有类似观点。 史铁尔在香
港、 上海等地进行的一次调查， 发现当
地青少年的“网瘾” 比例相对很低， 原
因之一是当地中小学校借助社工组织的
力量， 为“偏差青少年” 及时提供专业
辅导， 帮助他们“纠偏”。

史铁尔为此多次提交过 《发挥非政
府组织 （NGO） 在戒除网瘾、 帮助青少
年健康成长中的作用》 议案。

在史铁尔看来，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问题关系到民族的发展与未来， 政府应
该高度重视。 史教授说： “希望政府支
持学校向社工组织购买服务， 让专业社
工进驻学校， 为学生提供跟踪辅导， 把
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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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青少年”亟待“引航”
猴年春节到韶山

“给毛主席拜年”成流行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周翼）春节黄金周

期间，毛泽东故里湖南韶山年味儿浓浓，累计吸引53.73万人次来
韶山迎新许愿，“到韶山给毛主席拜年”这一过年方式悄然流行。

红旗，彩帽，花篮，把毛泽东广场装点得喜气洋洋，一拨
又一拨的游客接踵而至， 向毛主席铜像鞠躬缅怀、 敬献花
篮，许下新年心愿，感恩伟人。 几天来，大量自驾车辆纷纷涌
入韶山冲。 大年初三这天，韶山核心景区涌入车辆2.6万台，
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从上午10时开始，车辆接近饱和，韶
山启动交通黄色预案，在距离毛泽东广场2公里处启动临时
停车场，引导游客步行进入景区。

来自湖北的赵明一家已经是第三次来韶山过年了，一
家六口自驾从湖北进入湖南，在长沙短暂停留后，大年初三
一大早就出门了。“堵车也不要紧，再堵我们也要来。 希望猴
年生活更好，祖国更强盛。 ”

“毛泽东天资聪颖，又酷爱读书，夏天夜晚蚊子多，他就
在床边放一条凳，凳上放着一盏灯，人躲到蚊帐里面，将头
伸到蚊帐外看书。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王雅丽声
情并茂的讲解，让游客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据悉，春节期间，来韶山旅游车辆11.045万台次，韶山接
待游客53.73万人次，同比增长7.6%。

“五路财神”聚洪江古商城
撒财送福人气旺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黄文胜）2月
12日，农历正月初五，在洪江古商城举办的财神祈福典礼将
当地一年一度的新春民俗系列活动推向高潮。 当天，游客同
比增加113%。

洪江古商城为传承当地特有的商道文化、民俗文化，从
农历正月初一至元宵节，龙狮迎春、百姓舞台、财神赐运、嵩
云祈福、元宵灯会等各类活动精彩纷呈。

据了解，洪江祭祀财神的习俗始于明代中期。 举办一年
一度的财神祈拜典礼，主要是商人祈求新春开市大吉。 根据
洪江往年习俗，整个活动按照乘龙船、接财神、抢路口、迎财
神、喝路酒、请财神、敬高香、求财神的流程进行。 今年活动
现场，扮演文、武、义、富、偏的五路财神撒下代表财运和福
气的“碎银子”，惹得大家纷纷争抢，气氛异常火热。

“家乡的年味更浓了，参加活动的人更多了，出门经常
遇到问路的游客，若天天都有这么多人就好啦。 ”活动现场，
在山东读大学的洪江学生粟晔说。

来自长沙的刘先生参加祭拜典礼后感叹：“游玩古商
城，仿佛走进昔日商业市井，还能参加财神祈福活动，今年
的生意一定会红红火火。 ”

景区负责人杨治介绍，相较于往年的财神祈福典礼，今
年的活动招募了100余位来自各地的游客朋友，邀他们一起
感受洪江古商城沉淀千年的商道文化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汨罗江是我的家乡。多少回，我在梦
里回到家乡。 ”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芈月传》中，
主人公芈月的一声深情叹惋，在汨罗江两
岸人民心中引起强烈共鸣。 有人不免追
问：芈月是汨罗人、屈原人？历史上真有芈
月这个人吗？

带着疑问，2月13日，记者与岳阳市屈
原管理区宣传部部长曾兰芝、屈学家刘石
林、诗人彭仁满相约，来到位于屈原管理
区河市镇古罗城村的罗子国遗址访古。

芈月是楚怀王的妹妹、
千古太后第一人

“历史上确有芈月其人。 她是千古太
后第一人。 ”刘石林先生边走边说，“第一
部记载芈月事迹的史书，是司马迁的《史
记》。《史记·穰侯列传》一开篇,就最先提
及芈月：‘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
也。 其先楚人，姓芈氏’。 ”

刘先生告诉记者，芈月是楚威王的女
儿、楚怀王同父异母的妹妹。 楚怀王熊槐
（前374年―前296年），芈姓，熊氏。 继位

早期，破格任用屈原等人进行改革，大败
魏国，楚国成了当时最大的诸侯国；执政
中期他误信秦国宰相张仪， 毁掉齐楚联
盟，楚国从此走向衰亡。

芈月又叫芈八子，
即秦惠文王排行第五的妃子

刘先生介绍，《史记·穰侯列传》 载：
“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
子号为宣太后。 ”

芈月为何又叫芈八子？ 何谓八子？ 刘
先生称，秦国后宫分王后、夫人、美人、良
人、八子、七子、长御和少御八级。 芈月是
秦昭王的爹秦惠文王排行第五的妃子。可
见当初芈月的身份并不高。直到秦昭王即
位，芈八子摇身一变，成了太后。

芈月是屈原的族人、
秦始皇的高祖母

芈月和屈原是啥关系？“是宗亲关
系。 ”刘先生说，“楚武王熊通是楚国第一
个称王的人。 楚威王是熊通后人。 熊通儿
子瑕封在‘屈地’，后以封地为姓。 屈原是
屈瑕的后代。 所以，屈原跟芈月是宗亲。 ”

刘先生称， 罗子国周初获封子爵，春

秋初期被楚文王迁到汨罗江畔，战国时成
为楚国的附庸，罗氏与熊氏、屈氏都是五
帝之一颛顼的后裔。根据“灭国不灭祀”的
原则，罗子国被楚国灭掉以后仍保留了爵
位，在汨罗仍有特权。

“芈月是秦始皇嬴政的高祖母，也就是
秦始皇他爹秦庄襄王的曾祖母。 ”刘先生说。

芈月是中国第一位
女政治家、改革家

“尽管芈月在楚国、秦国最初地位并
不高，但她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 ”刘先
生称，“芈月是女中豪杰。 秦武王死，她通
过一系列内政外交手段， 让庶出的儿子，
当时只有10来岁的赢稷登上了王位，是
为秦昭王，她以太后之尊主政36年，敢于
推行改革、依法行政，为秦国的强盛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她有不少经典语录。如‘我
不墨守成规，也不怀挟偏见，我既能一掷
决生死，又能一笑泯恩仇’。 ”

芈月的故乡很可能就是罗子国
芈月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刘先生认

为：“很可能就是罗子国。 ”
他说，芈月的母亲不是正宫，被王后

排斥，楚威王就把芈月托付给居住在汨罗
江一带的罗氏贵族照看。

刘先生告诉记者，罗氏贵族是罗子国
的遗民，汨罗江也是爱国诗人屈原曾经写
作、生活过的地方。 在汨罗江北岸的汨罗
市屈子祠镇（原湘阴县楚塘乡）楚南村有
汨罗山，山上有屈原墓；往西有玉笥山，山
上有屈子祠；再往西有凤凰山，山前有屈
原投江处罗渊（又名河泊潭、屈潭），皆在
罗子国地域內。少女时代的芈月肯定是都
到过的。

“万顷重湖悲故国， 一江千古属斯
人。 ”刘先生情不自禁吟起清代李元度的
一副楹联来。记者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罗子国故城遗址现场看到，尚有断断续
续的城垣和护城河遗迹。“40多年前我还
看到过罗子国的完整的城墙，后在‘文革’
中被毁了。但护城河目前仍基本保存。北、
西、南边都有护城河，春秋城址到目前仍
有完整护城河的，全国罕见。”刘先生且喜
且忧，“现在，为了修路而填河，村民垃圾
都往护城河倒。 按这种速度，罗子国护城
河不要几年就会消失。希望湖南日报呼吁
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好这条护城河、这座古
城遗址，保护好芈月的故国山河！ ”

梅溪湖元宵灯会开幕
新春庙会吃喝玩赏“猴嗨森”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陶芳芳 王颖 文艳）“吃胖了”的
嫦娥、“风流倜傥”的天蓬元帅携“奇装异服”的各路天宫神
仙登上舞台，一场逗趣搞笑的“蟠桃盛会”热闹开市……今
晚7点30分， 伴随着炫彩的灯光和逗趣的表演，2016湖南湘
江新区梅溪湖元宵灯会正式启动。

高10米、水晶造型的“猴年节节高”，以可爱姿态恭迎大
家前来赏灯；霸气十足的花果山美猴王灯组“猴王迎春”，齐
天大圣“火眼金睛”放射两道金光，展现出唯我独尊的气派；
在音乐喷泉广场，寓意对家乡守护、对城市未来展望的“瞭
望塔”， 以塔身20000颗LED灯珠的光影数控惊艳亮相……
据介绍，本届灯会共展出四十二组精妙绝伦、奇光异彩的大
型彩灯，为方便市民集中游览，灯光作品将集中在梅溪湖西
片区规划展示广场和银杏公园两大区域。

今天开幕的新春庙会现场，共设60多个展位，增设日本、
韩国、新马泰、澳洲、欧美等六大国际主题馆，汇聚意大利、德
国、法国、澳大利亚、美国、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15个国家
和地区的百余个知名食品品牌。 印尼馆的Daribell千层糕，香
醇酥滑的意大利拉斐尔椰蓉杏仁酥球， 法国100年法莱雅F06
红葡萄酒等“国际范”食品令人垂涎；长沙臭豆腐、香港撒尿牛
丸、成都担担面、重庆酸辣粉、武汉三鲜豆皮、天津狗不理包子
等中国传统风味小吃展位前也排起长龙……

灯会将持续到2月23日（正月十六）。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林航竹

“今年春节假期，我家有一半多的时
间是在热水温泉过的。 ”2月13日，来自江
西赣州的黄先生正和家人收拾行李准备
返乡。他告诉记者，利用春节假期，他的三
口之家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薄雾袅袅的

汝城热水温泉，一家人过了个祥和、幸福
的温泉年。

春节期间，天气晴朗，汝城县热水镇
的中华温泉博览馆、福泉山庄、汤河老街等
地，处处车水马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把
这个温泉小镇“挤”得满满的。 福泉山庄总
经理陈信良说：“我们山庄的客房节前就被
网上抢订一空，周边的旅馆也人满为患。 ”

随着汝城温泉旅游的知名度不断扩
大，各地“驴友”春节慕名而来，自驾游、组
团游的游客剧增。汝城旅游部门负责人介
绍，被誉为“华南第一泉”的汝城温泉,�因
“水温最高、流量最大、水质最好、面积最
广”成了香饽饽。春节期间来自粤、赣、港、
澳等外地游客占了一大半。

“我们一家老小泡温泉过新年。”在热
水温泉美滋滋泡完澡的深圳游客周女士
和朋友们自驾3台车而来， 她形容这里的
温泉天然独特，令人难以忘怀，玩了两天

还觉得意犹未尽。
当地旅行社负责人介绍，去年来汝城

这“天然氧吧”的各地游客不断攀升，旅行
社接待的团客数量比往年翻了一倍多。且
今年通过网络、电话预订春节期间客房的
游客也不断增加。

汝城温泉美誉度的不断扩大，带动了
汝城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的旅游。
据了解，春节7天长假，汝城各景点景区共
接待游客1.7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00多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5%、47%。

芈月魂牵梦绕的故国山河

温泉“沐”新年

� � � � � � �
� � � � 2月13日， 市民在
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
的百亩梅花园内赏花。
春节期间， 该梅花园内
花朵灿烂盛开， 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踏春赏花。

林伊涵 摄

百亩梅花
迎春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