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黄菲菲 赵莎芬）南航湖南分公司今日发布，首
都机场定于4月2日零时至4月29日23时59分关
闭中跑道，实施道面大修工程。在28天维修期
间， 南航湖南分公司将取消长沙-北京往返航
班共120架次，平均每天减少航班约4架次。

此次取消的具体航班为： 每日的CZ3127/8
长沙-北京往返；每周一的CZ3148/7北京-长沙-
北海往返；每周一至周日的CZ3717/8长沙-北京

往返；每周三、周五的CZ3855/6长沙-北京往返。
维修期间，飞机在首都机场滑行时间将有

所增加，乘客在机上的等待时间将会延长大约
10分钟。

南航介绍， 由于长沙飞北京航班量减少，
主要对团队包机出行旅客有一定影响，南航湖
南分公司计划在此期间增加部分长沙飞天津
航班，届时进京团队旅客也可取道天津。详情
以官网查询为准。

�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李伟锋）今天
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自3月
28日24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降230
元、220元。

按照吨升比测算到我省， 各类成品油零
售价分别为：92#汽油6.24元/升，下调0.18元/
升；95#汽油6.63元/升，下调0.20元/升；0#普通
柴油5.93元/升，下调0.19元/升。

此轮降价，是继3月14日降价后的连续下
降。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调价已现“两涨两
跌一搁浅”。

4月2日零时至4月29日23时59分，首都机场道面大修

南航将取消长沙-北京往返航班120架次
成品油价格再次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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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杨粲） 记者从省防指25日召开
的全省备汛督查情况汇报会获悉， 刚刚
结束的省级备汛督查， 共发现度汛安全
隐患59处， 均现场交办督查意见书，并
要求限期整改。

我省今年备汛工作部署早、行动快。
1月3日，省防指即下发文件，要求各地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及早抓好
工程建设、责任落实、预案修订、队伍组
建、物资储备、培训演练、设施维护等各

项汛前准备。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省防指
部署各地全面开展备汛工作大检查。市、
县两级防指从2月中旬开始，共组织891
个检查组深入一线，检查水库、堤防、泵
站等水利工程及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
26000余处。

在县级自查、 市级抽查的基础上，3
月1日至20日，省防指派出11个督查组，
均由省水利厅领导带队，分赴14个市州
开展备汛工作督查， 共抽查了36个县
（市、区）166处水利工程和重点部位。

�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肖建军 刘民昌）日前，随着唐人
神控股以1亿元人民币收购外资股东大
生行饲料有限公司（香港）股权，株洲市
金融部门完成了第723笔跨境人民币结
算。5年多来， 株洲金融部门共为“唐人
神”、“中车株机”等126家企业办理跨境
人民币结算业务106亿元。

株洲市是在2011年8月启动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 实现人民币直接
结算，能最大限度减少中间环节，帮助企
业节约汇兑成本。为推动这一工作，当地
金融部门多措并举，强化宣传与培训，精
心组织、协调联动。

长期以来，“中车株机” 与大多数企
业一样，实行的是外汇（币）结算，因为汇
率波动等因素， 公司在收款时面临很大
风险。今年初，公司再次向南非和马来西
亚出口货运机车和动车组时， 金融部门
及时跟进， 帮助企业将南非兰特和马来
西亚林吉特及时兑换成人民币汇回境
内。不仅解决了企业收汇难，还让企业规
避了汇率风险。

据人行株洲市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 株洲有300多家涉外企业， 下一
步， 当地金融部门将建立完善的涉外企
业名录，及时掌握相关信息，继续做大做
强跨境人民币业务。

全省发现度汛安全隐患59处
省级备汛督查结束，要求限期整改

�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李杏 李唯） 春雨淅沥， 乍暖还
寒， 长沙市望城区项目建设工地却一派
火热。今天，在国家级望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 乌山中小企业园、 铜官循环工业基
地、铜官街道等地，该区16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达42.4亿元。

位于书堂山的国学小镇旅游度假
区项目工地，机器轰鸣，工人们紧张有
序地施工。该项目总规划面积3360亩，
总投资26亿元， 是在欧阳询文化园基
础上对“楷圣”故里进行的再次深度开
发。项目将围绕“翰墨书堂，国学小镇”
的定位，融入“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八

雅和国学六艺，打造涵盖一镇（书堂山
国学小镇）、二区（翰墨书堂精品酒店群
度假区、书堂人家百姓民宿度假区）、三
园（欧阳询书法文化园、泥爸爸亲子育
学园和书堂花田花文化公园）的全域旅
游生态圈。此外，澳优乳业长沙智慧工
厂、金浩茶油、金环交通等重大项目同
时开工。

据悉，望城区将今年定为“项目建设
提速提标年”，全年铺排项目376个，新
建项目204个，续建项目172个，总投资
达1661亿元，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537.7
亿元。

望城16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42.4亿元

�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张湘河）
3月28日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专题辅导报告视频会议刚结束，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随即召开了万名干部
下基层抓安全生产等工作视频会议，部
署重点领域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自治州委、 州政府要求全州认真学
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
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绷紧安全生
产之弦，盯住重点领域，强化责任落实，
扎实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年”活动。
该州将盯住重点领域， 万名干部下

基层深入开展道路交通、矿山和尾矿库、
建筑施工、地质灾害易发区、山塘水库、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等重点领域大排查大
整治行动， 及早部署落实防汛抗旱和灾
害隐患排查管控处置工作， 有效防范重
大洪涝地质灾害发生， 确保汛期不垮一
库一坝、不死一人。州委督查室、州政府
督查室将加强对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的
督查督办，并调度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自治州万名干部下基层抓安全生产

株洲跨境人民币结算突破100亿元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李秉钧 颜石敦）
“去年底以来，我们通过参加首届中国矿
物精品展、美国图森展等活动，大力招揽
国内外参展商。”3月28日， 郴州国际矿
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建蓉告诉
记者， 今年将举办的第五届矿博会所设
2600个展位已“售罄”。各项筹备工作在
有条不紊进行。

第五届矿博会定于今年5月18日至
22日在郴州市举行，主题为“神奇的矿
晶，多彩的萤石”。目前，来自美国、加拿
大等3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客户， 已预
订500多个展位。国内方面，来自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200多家公司纷
纷预订展位。 港澳台参展商也抱团预订
展位， 仅台湾宝石协会就预订了近300
个展位。

据了解， 这届矿博会筹委会精心设
计了开幕式、主题展销、国际高峰论坛、
重大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科普科考活动、
科普讲座、学生参观日等活动。其中，主
展馆郴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举办全省地
质、矿山公园、旅游资源展示推介活动。
矿博会筹委会还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规
划了16个展位、6000平方米展厅， 用于
省地质博物馆及我省14个市州布展。

第五届矿博会2600个展位“售罄”

渝怀铁路二线
建设全面推进

3月27日，怀化市鹤城区
凉亭坳乡贺家田村， 施工人
员在隧道里开凿炮眼。 由中
铁三局承建的渝怀（重庆至
怀化）铁路增建二线V标二分
部（麻阳苗族自治县至怀化
鹤城区），标段全长22.053公
里，于2016年8月动工建设，
工程包含16座隧道、22座桥
梁和21座涵洞。目前，工程已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预计
2020年1月底建成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凤舞蓝天》《鱼翔浅底》《枫树梨花》……一
幅幅精致典雅、栩栩如生的美丽织锦，令人目不
暇接。这些使人陶醉的作品，全都出于一位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手。

她， 就是通道侗族自治县雄关侗锦坊有限
公司著名侗锦编织专家粟田梅。

今年3月初，记者采访了粟田梅，参观了她
的作品展示艺术馆。

“侗家人的母亲会把祖辈流传下来的织锦
技艺，手把手地传授给自己的女儿。我的手艺就
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说到母亲，已过天命之
年的粟田梅，内心的甜蜜与幸福，很快浮现在笑
容可掬的脸上。

粟田梅12岁开始跟随母亲学习编织侗锦，
15岁就掌握了侗锦的织造技艺，能独立完成整
经、穿棕、埋色、挑线等一整套编织工序和技艺。

“八十八纱”是侗锦的一套较为复杂的纺织
技术，针线细密而紧凑，织出来的锦面扎实而色
彩错落有致。16岁不到，粟田梅便掌握了“八十
八纱”的基本要诀，经其手织出的锦缎显示出老
道的技巧。

从16岁开始，粟田梅就能独当一面，编织
各式各样的侗锦织品， 其中有侗寨特色的风雨
桥、钟鼓楼，有自然景观的李子花、枫树林，还有
装饰挂壁的鸟、兽、虫、鱼等。

40多年来， 经粟田梅之手编织的侗锦绣
品，至少在1万幅以上。她的作品除畅销全国各
地外，还远销东南亚、欧洲和北美10多个国家。

2010年， 她把自己编织的长3.3米、 宽1.8
米，有蜘蛛图案的侗锦带到了上海世博会上，受
到了各国客商的关注， 一位美国人当场花高价
买下了那幅蜘蛛图。

如今，她已将侗锦做成披肩、床上用品、壁
挂等50多种产品，这些侗锦产品大都进入了国

际市场。
“侗锦编织是老祖宗留下的手艺，我们有责

任把它发扬光大。” 粟田梅深感肩上担子的沉
重。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20多年来， 她把
自己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抢救、挖掘、保护和传承
侗锦编织上。

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2008年， 粟田
梅在牙屯堡镇创办了集织造、技艺交流、侗锦销
售于一体的“通道雄关侗锦坊”，培训了2000多
名织锦爱好者； 同时， 她走村串户传授织锦手
艺， 目前全镇已有300多名妇女掌握了侗锦织
造技艺，开办起一批家庭侗锦编织坊。

2009年11月，她又参与创办“呀啰耶”侗锦
织艺发展有限公司， 创办了全国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使濒
临失传的侗锦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

在传承基础上，粟田梅还尝试着，将这一编
织技艺转化为致富侗乡的文化产业， 帮助村民
脱贫致富。至今，已有销售侗锦年收入达3万多

元的农户；而参与织锦的妇女，每年的纯收入已
超过了5000元。

“传承在于坚守，创新才会发展。”为使侗锦
编织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粟田梅想得更多的是
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她通过和老艺人的长期研究， 在侗锦织造
技艺上，突破了传统的织造方法，从横向编织一
种图案的方式， 发展到现在的横向和纵向互相
交织的图案编织方式， 解决了长期以来侗锦图
案编织的局限性。

在色泽上，讲究色彩搭配，使侗锦图案的效
果更加清晰明快、赏心悦目。

产品设计方面，在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大幅
度加入时尚元素， 从传统和时尚之间找到最佳
的设计思路，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侗锦设计风
格”。粟田梅开发的侗锦产品个性独特、构图精
美，深受广大消费者好评。

心灵手巧的粟田梅，几十年来，把自己的全
部心血都倾注在侗锦上，她用侗锦“绣”出了自
己的多彩人生。

锦“绣”人生
———记侗锦织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粟田梅

湖湘工匠

� � � � 2016年9月
12日，通道侗族
自治县牙屯堡
镇，粟田梅（右）
向村民传授侗
锦编织技艺。

张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