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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邹敏

名片
杜富能 ，男 ，苗族 ， 1995年11月出

生于贵州省天柱县 。 现为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大二学生 、 民间艺术传承协会
会长 ， 靖州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 。4岁
随祖母学习剪纸 ， 后师承著名剪纸艺
术家 、 中国剪纸家学会理事龙潜珍先
生 ，曾得到篆刻艺术大师吴辉的指点 。
2014年在湖南省靖州一中举办个人剪
纸作品展。

故事
今年秋季开学后，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学生四食堂， 曾出现了这样一幕：80
多名大学生一起学习剪纸，授课“老师”
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这名“老师”叫杜富能，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家具与环境艺术设计学院大二学
生，该校民间艺术传承协会会长。

“当时来了80多位同学，分成8个小
组，从晚上7时一直学到了晚上9时，大家
兴致很高。上课前一天，我还专门在我们
协会群里进行了剪纸视频直播， 我教大
家剪公鸡。一边剪，一边讲解，大约进行
了40多分钟，剪了2遍，
点击围观的有 800多
人。”11月20日，当记者
来到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学生宿舍找到这位
爱好剪纸的大男孩时，
他回忆道。

21岁的杜富能是
一位来自贵州的苗族
青年，自幼跟随祖母学
习剪纸，后学过绘画和
刺绣。读高中时，靖州
一中为他组织了一场
个人剪纸作品展，轰动
了县城。此后，靖州每
年都举行剪纸比赛。

“剪纸最初是爱
好，后来上瘾了，不去
做就难受。同学们喜欢
我剪的小金鱼、 小公
鸡，我就经常剪了送给

他们作书签。高中学业任务重，我等寝室
熄灯后，买来手电筒绑在衣架上，将衣架
挂在床顶，借着电筒光剪。还有一次，为
准备个人作品展，我剪了一个大团花，没
来得及打开就上课了，老师在课堂讲课，
我却趁老师不注意， 悄悄地走到教室后
面将大团花铺在地上琢磨， 老师来到我
身边都不知道。”杜富能说。

上大学后，杜富能将他剪纸用的30
多把剪刀和收集的10多本剪纸方面的
书从家乡背过来了。

“剪纸艺术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
和记忆。我希望它不仅能传承，还能鲜活
起来，走向未来。”他说。

为了这个梦想，进入大学后，杜富能
将学校图书馆有关剪纸类的书籍， 以及
木雕、石雕、古代壁画等方面的书籍全翻
阅了一遍。“我希望将古典文化糅合到剪
纸艺术中去， 让它富有生命和灵性。”他
还特意登门向贵州著名剪纸艺术家龙潜
珍拜师请教,“龙老师说， 剪纸作品应反
映生活和时代风貌，要有精神内涵。这让
我很受益。”

猎猎起舞的关公策马、 字形合一的
寿星送福， 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杜
富能的剪纸作品，既传承了其祖母“四十
八寨苗侗剪花”的传统技法，又糅进了绘
画手法的白描和速写， 让人惊叹。“目前
国内传统的剪纸是剪5瓣花，最多8瓣，而
我会剪12瓣花瓣的团花。”爱琢磨钻研的
杜富能说。

在生活中，杜富能除了剪纸外，还爱
好旅游、收藏、绘画、刺绣等，是一个热爱
生活的大男孩。

主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杜富能
希望毕业后能开个设计工作室，让剪纸
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家
具、家装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
喜欢它。

大男孩
让剪纸“活”起来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冯可佳）湖湘文化的
特质是什么？为什么说湖南人“霸
得蛮、耐得烦”？为了让更多的台湾
青年了解湖南， 了解湖湘文化，11
月24日下午，“两岸青年文化论坛
湖湘文化报告会” 在长沙举行，两

岸青年专家热议湖湘文化。
报告会上， 湖南商学院文新学

院院长、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郑佳明
教授为来湘参访的两岸四地专家做
湖湘文化专场报告， 系统讲述了中
国近代史的4次浪潮中，湖南的辉煌
业绩和湖南涌现的伟人、英雄群体，

深入分析了产生这些伟人和伟业的
地缘关系及其独特文化特征， 梳理
总结了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

报告会得到两岸青年学者的
一致好评，大家就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与郑教授进行了深入互动。

大家发言踊跃，气氛热烈。
此次报告会是“中华文化论

坛———两岸青年论坛” 的专家学
者来湘参访交流的首场活动。中华
文化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
学台湾研究院、文化部两岸文化研
究基地承办，主要邀请两岸四地专
家学者共同研讨中华文化的守正
与创新，旨在打造中华文化交流的
高端平台。 来自两岸四地的300余
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

两岸青年学者交流湖湘文化
“中华文化论坛———两岸青年论坛”参访团来湘

杜富能 图/张杨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唐新春 )11月中
旬，在炎陵一商品房楼盘辛苦施工
的100多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被
拖欠的工资。 在这起讨薪信访中，
炎陵县相关部门各尽其责，引导农
民工自下而上依法逐级信访，及时
将矛盾化解在当地。

“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
不少信访人心中总有这样的“大
官”情结，总担心基层不能解决

问题而越级上访。为了及时就地
解决群众的诉求，炎陵县一直着
力于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
序， 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
自2012年在全县开始实行“五级
式”处访，该规定要求所有信访
事项都要逐级处理： 第一级，责
任单位现场处理；第二级，县“两
办”调度处理；第三级，县级分管
领导牵头处理；第四级，县联席
会议协调化解；第五级，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督办解决。该县先
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访维
稳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落实信访工作责任追究机
制的意见》等文件，规定信访事
件按层级处理，当本级调度处理
不了再依次逐级上报，对处置工
作不力 、 措施不当或行政不作
为、缓作为、乱作为的一律严格
追责。“五级式”处访进一步压实
属地责任，规范工作程序，提高

工作效能，引导群众依法逐级走
访，使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在基层
属地得到妥善解决。

“五级式” 处访压实了有权处
理机关的责任，减少了群众的信访
成本和奔波劳累之苦，信访群众对
基层的信任感增强，全县信访秩序
明显好转。2015年信访综合考核
中，炎陵县排名株洲市第一，连续5
年被评为株洲市信访工作先进单
位。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张斌）22日， 省纪委三湘风纪网发
布消息：衡阳市纪委监察局对近期
查处的6起党员干部吸毒涉毒典型
案例进行了通报。

衡阳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原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沈国章(正
处级)、 衡阳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原
党委委员、副处长周奕琼(正科级)等
人吸食毒品问题。2015年5月29日
晚，沈国章和周奕琼及社会无业人员
胡某燕、胡某艳在蒸湘南路某饭店与

饭店老板谢某、廖某美夫妇在包厢内
喝酒、打K粉。沈国章、周奕琼受到撤
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处分。

南岳区水务移民局工作人员
张雷雨吸食毒品问题。2016年7月
22日和23日，张雷雨和朋友苏某、
李某等人在南岳某酒店406、405
房间吸食了毒品冰毒和麻古 。
2016年7月28日下午，张雷雨因吸
食毒品主动到区公安分局投案，被
依法处罚500元。张雷雨受到开除
党籍和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衡东县林业局营林站原副站
长李军吸食毒品问题。2016年4月
中旬的一天晚上，李军在衡东县城
关镇新村路罗某家里吸食了麻古
和冰毒混合物。李军受到开除党籍
和撤职处分。

衡东县公路管理局路政大队工
作人员向永科吸食毒品问题。2016
年6月17日，向永科在衡东县洣水镇
杨山上一平地用自制的麻古壶，采用
烫吸方式吸食了少量冰毒。向永科受
到开除党籍和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常宁市残联工会办公室主任李
国生吸食毒品问题。2016年2月27日
下午，李国生在常宁市某酒店10楼客
房吸食冰毒。2016年3月1日， 李国生
被常宁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5日。
李国生受到开除党籍和撤职处分。

祁东县住建局城管大队工作
人员谭斌吸食毒品问题。2016年2
月14日晚上，谭斌和朋友王某在某
酒店客房吸食麻古;2016年2月27日
下午， 谭斌在社会人员王某的带领
下到祁东县步云桥镇购买毒品，之
后被县公安局民警抓获。 谭斌受到
开除党籍和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衡阳通报6起党员干部吸毒涉毒典型案件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王
曦）今天上午，省公安厅在永州市召
开现场推进会， 对全省公安机关收
缴整治枪爆物品专项行动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记者从会上获悉，自10
月8日至11月15日，全省已收缴各类
枪支7453支， 检查回收炸药18.39
吨，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32人。

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
动期间，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枪涉爆
违法犯罪线索。下一步，全省公安机
关将继续发动群众举报枪爆线索，坚

持重奖真奖， 对群众举报的线索，一
经查证属实，立即兑现200元至10万
元的奖励；加大逃犯缉捕力度，对涉
枪涉爆案件在逃人员发起全力追捕，
严厉打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活动。此
外，全省公安机关将严查通过寄递物
流渠道非法贩卖枪爆物品的案件，倒
查寄递物流企业主体责任，并提请相
关部门依照《反恐怖主义法》对违规
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的处罚，依法追
究企业主体责任和相关人员的法律
责任，向社会予以公开曝光。

图为永州市公安局收缴整治枪爆物品专项行动成果展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摄

湖南整治枪爆物品
收缴枪支逾7000支 抓获犯罪嫌疑人432名

及时化解信访矛盾 减少百姓奔波苦累

炎陵县“五级式”处访压实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