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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丁剑波

假日街头， 若遇见一群身着汉服唐装
的人，你会是什么感觉？会不会怀疑自己穿
越到了汉唐？

1月2日， 岳阳30位市民分别身着汉、
唐、宋、元、明诸朝代风格的汉服，乘船徜徉
在波光粼粼的巴陵城中湖南湖上， 有说有
笑，载歌载舞，成为壮美山水上的一道文化
风景，让市民和游人顿生惊艳。

9时许， 在南津古渡一艘古式游船上，
记者见到了一位身着灰色汉服的中年人，
他是这群汉服迷的领头雁朱传兵。“汉服，

即中国汉族传统服饰， 已发展、 传承了
4000多年，是区别于其他民族，体现汉族
礼仪风俗、 审美习惯的服饰体系， 是中国
‘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 的体
现。”朱传兵侃侃而谈，“去年4月，我建了一
个‘岳阳汉服俱乐部’微信群，很快就聚集
了100多名汉服爱好者。”

汉服俱乐部成立以来， 每遇传统节日
或有岳阳特色的文化活动， 他们都会主动
或受邀参加。 去年就参加了端午节祭祀屈
原、荷花节“礼仪之邦”汉服展示和新墙葡
萄节农耕文化祭祀等大型活动。“活动中，
人们除了对汉服好奇， 还对我们的展示
活动大为赞赏。”朱传兵沉浸在美好的回

忆中。
“穿上汉服，将古典服饰美传递给他人

的同时，心里会顿生一种宁静感。”18岁的女
孩朱湘红正就读于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一身
得体的汉服让她感觉气质得到了提升。

九孔桥上，一袭蓝白相间汉服、婀娜而
舞的邹润羽， 来自岳阳市福建商会。“我是
福建南平人， 从湖南理工学院毕业后就留
在了美丽的古城岳阳。身着汉服，有一种引
以为傲的神奇感觉。”邹润羽略显羞涩。

“汉服的特点就是前后都有‘中缝’，喻
示着做人要做得中直。”55岁的孙晓霞是一
名服装设计师， 担任了汉服俱乐部的舞蹈
老师，“它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

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

“汉服确实美。但平时不敢穿，那样会
引来别人异样的眼光。”来自巴陵石化的木
木女士觉得穿汉服好看， 但只有在这种集
体活动时才会穿上。

11时30分， 汉服迷登上龙山岛。“哇，
好美呀！”游客们纷纷围拢过来，与身着汉
服的帅哥美女们合影。

阳光温暖的冬日， 这群汉服爱好者的
展示，为节日的人们带来一种别样的“穿
越”感，就像浩瀚洞庭湖中注入了一股来
自遥远雪山的清流，让人回味，亦使人流
连……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李湘湘 钟文兴 ） 近日， 武书连主持的
《2017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结题发布。我省
共有中南大学（17位）、湖南大学（29位）、
湖南师范大学（80位）、湘潭大学（81位）4
所高校进入中国大学综合实力前100名。
其中，湘潭大学综合排名稳步提升。

据介绍，《2017中国大学评价》对全国

所有普通本科大学进行了多项指标排
名，包括各大学综合实力排名、12个学科
门类排名、480个本科专业排名， 以及教
师学术水平、新生质量、毕业生质量等各
项指标的排名和等级， 供考生和考生家
长、社会各界人士从多个角度观察大学、
选择大学。

刚刚过去的2016年，湘大不论在国内

还是世界上的排名都十分抢眼， 国外排名
好于国内排名。4月，武书连2016年中国大
学排行榜中，湘大以全国第85名位列榜单；
6月， 荷兰莱顿大学2016年全球大学排行
榜中，湘大位于全国第88名 ，全球第692
名，是唯一上榜的省属高校；9月，湘大上榜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
名，居全球第801+，中国内地第39名，湖南

第三；12月，2017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大学排行出炉，湘大居国内第45名。

湘潭大学党委书记黄云清教授说，湘
大排名之所以能够稳步提升， 最经典的莫
过于本科教育。 本科教育是湘大获得知名
度和美誉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当前形势
下，湘大创建“双一流”，前提和最终归宿都
是建设一流的本科教育。

醴陵提升妇幼保健水平
跻身“全国100家妇幼健康优质服务

示范市（区）”之列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红霞

丁汝晨）近日，从醴陵市卫计局传来喜讯，该市获评
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跻身“全国100家
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区）”之列。这标志着该市
妇幼保健整体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近年来，醴陵市采取措施，建立健全了以市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为龙头、 各乡镇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站为依托、 村卫生室和卫计站为网底的
妇幼健康服务网络，着力提升妇幼保健整体水平。同
时，将妇幼健康工作纳入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将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出生缺陷综
合防治措施等妇幼健康核心指标纳入政府目标考
核，并将住院分娩补助、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一系
列惠民项目作为民生工程重点部署推进。 还在株洲
地区率先成立孕育咨询服务中心， 组织专家团队下
乡开展妇幼健康知识讲座。

据统计 ， 醴陵市 2016年孕产妇死亡率为
10.59/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48‰，3岁以下
儿童、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分别为89.54%、95.02%，其
他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永州：

景区唱大戏 游人乐陶陶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蒋静）“唱大戏喽！”1月2日，宁远县湾井镇下
灌村古戏台上，传统祁剧《目连正传》《荆钗记》《八仙
庆寿》等接连上演。台下，游人如痴如醉，就连英国游
客迈克森也禁不住竖起大拇指。 该景区负责人李乾
旺介绍：“这几天， 每天有3场大戏。” 元旦小长假期
间，永州市各景区祁剧、零陵渔鼓、道县调子戏等地
方大戏唱不停，广大游客大呼：“过瘾！”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永州市形成了多种多样的
地方戏种，如发源于该市祁阳县，已经有500多年历
史的祁剧。以叙事和代言为表现手法的零陵渔鼓等。
这些地方戏独具特色，雅俗共赏。近年，该市大力推
动文化旅游， 积极在全市各景区开辟展示当地戏曲
的舞台，不但吸引游客量上升，还推动当地戏种传承
和发展。

在永州市国家农业科技园景区，记者看到，传统
祁剧《秦府抵命》中扑桌、跌桌、抛桌等夸张表演，引
得台下观众连声叫好。景区负责人艾可想对记者说：

“2016年，祁剧‘进驻’景区，定期表演，吸引游客量
同比上年增加10%以上。” 同时，该景区还开办了祁
剧文化培训中心， 中心负责人苏晓珊告诉记者：“中
心成立后，有不少人前来学习祁剧；他们中间既有90
后的年轻人，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艺人。”

永州市戏曲协会几位负责人面带喜色地向记者
介绍，元旦小长假，全市各景区唱戏600多场次，大
受欢迎。

迎风而立，身有汉服气自华

在国内外各大高校排行榜表现抢眼

湘大排名稳步提升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由省摄影家协会、 长沙市文联主办的
“情系长沙·龚振欧风光摄影作品展”在
长沙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分为“情系长
沙”“寄语山水”两部分，共展出龚振欧的
风光摄影精品100幅， 其别具匠心的构
图、强烈的视觉感染力，给观众带来一场
视觉享受。展览将持续至1月8日结束。

据悉， 该展览既为湖南摄协2017年
首场摄影展， 同时也是湖南省文艺人才
扶持“三百工程项目”及长沙市文艺创作
重点扶持项目。省摄协主席谢子龙说，在
风光摄影门类中， 龚振欧的个人艺术成
就在湖南达到了一定高度， 其个展被列
为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项
目”，并由省摄协来主办，是对其多年创

作成绩的肯定。
龚振欧，毕业于湖南轻专美术系，上

世纪80年代开始摄影创作，2000年后专
题探索风光摄影，曾获湖南省金像十杰、
“富士杯”全国摄影十杰、湖南省突出贡
献摄影家（2001～2010年创作奖）称号。
近10年来，龚振欧始终将镜头对准风光，
对准长沙。 他以独特的审美眼光捕捉山
水洲城的灵魂在四季中的悸动， 捕捉长
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内蕴的湖湘文
化，捕捉它们的美感、诗意，其许多作品
已成为长沙风光摄影的代表作。

右图：1月2日，“情系长沙”龚振欧风
光摄影作品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曾伟 摄影报道

新年长沙首场影展 带你看美丽星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