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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黄钰舒

5月21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柴焕波起程去西藏， 追访高僧阿底峡传道
的足迹， 然后将带领考古队到阿底峡的故
乡———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继续进行考古发
掘。这将是他们第四次赴孟加拉国考古。

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孟加拉国，是“一带一路”
的重要节点。文化部出台的《文化部“一带一路”
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提到，与“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实施考古合作、文
物科技保护与修复等项目，实施文物保护援助工
程。早在2014年至2016年，湖南考古人就走出国
门，揭开了孟加拉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湖南考古支援孟加拉国
毗诃罗普尔， 是孟加拉国恒河之畔的佛

教遗址， 兴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至12世纪。
2014年1月，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与湖南
省文物局联系， 希望湖南为孟加拉国毗诃罗
普尔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支持。 经过
几个月的协商及现场考察， 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组成了以柴焕波为队长的考古队。2014年
12月，湖南考古人首次走出国门，对毗诃罗
普尔遗址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到2016年底，中孟联合考古队对毗诃罗
普尔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 发掘总面积
达4400平方米， 发现了大量佛塔、 道路、灰
坑、不同时期的陶器组合等。还发现了两组庞
大的佛教遗址群， 这在孟加拉国历史上尚属
首次。柴焕波介绍，在孟加拉国，公元800—
900年间的历史记载比较少， 毗诃罗普尔遗
址中所获取的信息， 对于建立孟加拉国的历

史编年，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普尔是毗诃罗普尔遗址群非常重要的

一个遗址点。2015年冬， 考古队在此发掘出
一个长宽均在60米以上的“十字形”中心圣
地建筑。这个规模庞大、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
佛教遗址，正好与文献中的都城相印证，一个
湮没已久的中世纪神秘古城， 从文献和传说
中，走向公众视野。湖南的考古人，为一个遥
远国度揭开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中国考古技术赢得尊重
谈起这次合作，柴焕波难掩自豪、兴奋之

情， 他说：“我们的工作为人类留下了一个伟
大的考古遗址，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
得的。”不过，湖南考古队和孟加拉国考古队
的合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顺畅。

柴焕波说， 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
共睹，然而考古技术如何，孟方队员开始并不
知道，他们的专家大多接受的是西方训练，中
孟双方在考古发掘方法和理念上是有差异
的。“刚开始他们并不信任我们， 好在我们几
个人各怀绝技，磨合一段时间后，对方就心悦
诚服了。”柴焕波笑着说。

理念不一样，沟通就显得很重要。毕业于
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博士、 联合考古队中方队
员李意愿英语很好， 难度很大的专业英语也
能张口就来。他说，在孟加拉国英语虽是官方
语言，但用英语沟通时，由于双方都带着各自
的口音，要完全听懂很困难，双方的沟通经过
了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

随考古队同行的，还有器物修复人员。当
修复人员将一件件破碎的陶片修复成完整器
物时，孟方专家惊讶、佩服之情溢于言表。他

们以前在考古时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甚至提
出要聘修复队员到孟加拉国的大学当教授。

湖南考古人的专业水准， 在南亚次大陆
赢得了尊重。在孟加拉国朋友眼中，湖南考古
队员就是贵宾。

行囊里带着腊肉和“老干妈”
置身于不同的国度和文化， 湖南考古队

员也经历了种种不适和挑战。
“每个菜都有一股咖喱味，我们开始很不

习惯。”考古队员莫林恒告诉记者，孟加拉国
人主食是牛肉、鸡肉、鱼肉，也有蔬菜，但做法
与中国迥异，所有的菜都煮成糊糊状，且咖喱
味很重。因为天气较热，当地人一般都是吃冷
饭冷菜，而且习惯“手抓饭”。

尽管孟方为迎合中国考古队员的口味，
已经做了最大努力， 但毕竟做不出中国菜的
味道。“我们每餐保留了一个中国菜， 就是鸡
蛋汤， 用鸡蛋和水加上在附近中国商店里买
的佐料做成的汤。”李意愿说。

前往异国他乡，考古队员的行囊中带着腊
肉、“老干妈”。 每餐饭，“老干妈” 是必不可少
的。 汪华英等几位从事修复的女队员笑称，在
孟加拉国“老干妈”成了“亲妈”。“带去的‘老干
妈’吃完了，我们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找了很
久才找到，一次买了一箱。”李意愿说，每个月，
他们会抽时间去达卡，饱餐一顿中国菜。

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湿热多雨多蚊虫，加之考古地点离城市远，水电
线路老化，供水供电很不正常，湖南的考古队员
遇到了酷热和蚊虫的挑战。莫林恒说，由于空调
不能用，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驱赶热气和蚊虫。
床上常有跳蚤，有的队员身上起了很多疱。

通讯员 陈仁凯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 � � �名片
熊宇仙，岳阳人，25岁，长沙理工大学外

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曾获评“湖南省雷
锋式当代大学生”等荣誉称号17项。她负责
的“文化摆渡者”汉语文化国际推广志愿服
务项目， 于2016年12月斩获由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等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三届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故事
4月27日，利比里亚政府办公大楼举行

开工典礼，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高兴地对熊
宇仙和现场孔子学院的学生说：“表演非常
棒！你们对中利两国友好交流和发展作出了
贡献，感谢你们！”

熊宇仙， 是这场开工典礼文艺演出的
“总导演”。主持、表演、组织、策划，台前幕后
她样样精通，在当地已是声名在外。当地学
生和民众称其为“Chinese� Ambassador”
（中国使者）。

2015年7月， 熊宇仙通过国家汉办选
拔，赴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
志愿者。其实，她在2014年提出申请时，正
是埃博拉病毒在利比里亚最为肆虐之时。

“当时带着满腔热情和向往就来了。”这
个戴着大圆框眼镜、长相可爱的姑娘打趣道，
“少年时期最爱的作家就是三毛，满脑子都是
大漠星空和自由浪漫，一点儿也没惧怕过。”

在利比里亚，熊宇仙承担着大学和中小学

汉语教学点200多名学生的教学任务。每天上
下班的路程需要2个小时，还得再上6个多小时
课。她一年的课堂教学超过1000课时，她因此
又多了个外号：“Iron� Lady”（铁娘子）。

熊宇仙和同事还要策划组织各类文化
项目。一年下来，她参与及组织了中非友谊
知识竞赛、“汉语桥”预决赛、中利武术交流
会、维和部队春节联欢、“中国文化月”主题
活动等20多场中华文化推广及中利友好交
流活动。

2016年3月，眼看一年任期将至，熊宇
仙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留
任一年。此时，距离她工作地点不到2公里的
医院里又有新的埃博拉患者去世。

“第一年的生活并不顺利，我几度想过
放弃。”熊宇仙坦言。

其中，有艰辛，供电时断时续，电脑上敲
好的教案经常“不翼而飞”；最长一次停水持
续了11天。有对家的思念，一年间，妹妹高
考、父亲两次车祸、舅舅去世，年迈的外婆在
视频中一次次泪流哽咽。最重要的是，还有
文化上的差异。

“那为什么还要留任？”熊宇仙给记者的回
复还是那么“浪漫主义”：“我走过了那段旅途，
现在也看到了迎接我的更为壮丽的风景。”

广播是利比里亚接收外界讯息的主要渠
道。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在2016年4月开播
了“空中汉语”栏目，每期45分钟。熊宇仙成为
该栏目的第一任主播，当地主流媒体纷纷对此
进行报道。如今，她主播的第二季“空中汉语”
又已开播，听众已覆盖西非数国。

工作之余，她和学生、家长们成了朋友，
会经常送给学生一些中国小礼物，让学生来
驻地过周末，体验中国人的生活等。一名家
长曾坦率地说，“我们以前听说的中国人不
是这个样子的，以后我要告诉别人，你才是
中国人真正的样子”。

为了凝聚华人力量，去年12月，熊宇仙
创建了微信公众号“利比里亚华人圈”；她还
作为发起人之一， 正在筹建当地华人党支
部。我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张越不止一次公开
表扬她：党性强、觉悟高、工作出色！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倪敏）5月19日， 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
街镇良木塘村的6名参选人在村委会换届中另
行选举“串选”被严肃查处，8人被问责处理，一
场村委会另行选举“串选”的闹剧被终结。

5月15日19时，群众电话举报良木塘村6
名参选人员存在企图“串选”的问题。

经调查， 冷水滩区花桥街镇良木塘村陈建
勇、周永辉、雷立用、李朝君、雷久永等5名正式
候选人为了在5月17日的另行选举时顺利当选，
与非正式候选人易小莲串通一气，互相拉票。

原来，该村5月9日正式选举时，因多名

候选人得票数未达标而未产生新的村委会委
员，遂按得票高低并经资格审查确定了8名正
式候选人另行选举， 从中选出6名委员。5月
14日晚， 陈建勇等5名正式候选人以及非正
式候选人易小莲私下签订“共进退”协议书，
签字画押约定齐心协力共进退，每人交8000
元押金， 所交押金在另行选举结束后归落选
人员所有。期间，陈建勇等6人决定共同找一
位中间人周某，准备将6人的48000元押金交
由其管理。

周某认为此事十分荒唐， 严词拒绝并指
出6人的行为违纪违法，不愿管理其押金。

5月15日，陈建勇等5名正式候选人经过
反复讨论商量，决定不与易小莲“共进退”。他
们劝说易小莲个人退出协议， 承诺只要易小
莲保守其5人“共进退”的秘密，全力帮助易小
莲在另选中拉票，以支持其提名参选。因镇党
委发现和处理及时，每人交8000元押金的约
定没有达成，6名参选人员企图“串选”的违纪
行为被制止，另行选举时间推迟。

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镇纪委对涉案8
人作出严肃处理： 村支部书记周玉国没有及
时处理和报告，被降为村支部副书记、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村支部委员、村主任周进松被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陈建勇、周永辉、雷立用、李
朝君、 雷久永等5人被取消正式候选人资格，
陈建勇、周永辉、雷立用3人身为党员，被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非正式候选人易小莲参与“串
选”被批评教育，若在另选中当选也无效。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文立平）记者今天获悉，省教育厅、省
残联下发通知，要求市县教育部门和残联组
织密切协调，按照“全覆盖、零拒绝”的要求，
“一人一案” 做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
生入学安置工作。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协调成
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
按照同级残联提供的名单，
优先安排残疾儿童少年就近
或者到指定的具备条件的普
通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并纳
入学籍管理。 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在教师业绩考核
时对残疾学生成绩要区别对
待， 不得以影响总体成绩为
由拒绝接受残疾孩子入学。

通知要求， 要按照有关
政策，落实生均公用经费、特
殊教育教师岗位补贴、“三免
一补”等政策，各类助学项目
要优先残疾儿童少年， 确保
残疾儿童少年不因贫困而失
学。学位不足市（州）、县（市
区）要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
等方式满足残疾儿童少年入
学需要，市（州）特殊教育学
校要建设成招收视力残疾、
听力残疾、 智力残疾三类残
疾学生的综合性学校。

通知特别强调，暂时没有条件招收视障
生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协调安排
本区域视障生到其他具有条件的学校就读。
因工作不力、统筹协调不够、学位安排不到
位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并在年度绩效考核中扣分。

湖南第十二届
“挑战杯”落幕

签约资金达3747万元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陈钰汀）今天， 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经
信委等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挑战杯”湖南省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在长沙理
工大学圆满落幕。

大赛自今年2月份启动以来，共有来自全
省57所高校共364件作品入围科技发明、自然
科学、哲学社科类竞赛决赛。经过团队申报、
校级初评、 资格审查和专家评审等环节，最
终，在“挑战杯”竞赛中，《全自主农用植保无
人机控制系统》 等10件作品获特等奖，《一种
新型高甘油三酯血症多功能检测试剂盒的开
发》 等28件作品获一等奖，《超高功率电动工
具用新型树脂基炭刷的研制》 等87件作品获
二等奖，另有239件作品获三等奖。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等20个团队获“优秀组织奖”。共有
37个项目与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签约资金达
3747万元。

湖南考古人走出国门，揭开孟加拉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湖南支援“一带一路”考古 熊宇仙：利比里亚的“中国使者”

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将实现“全覆盖、零拒绝”

荒唐！每人交八千元押金“共进退”
永州从快从严查处一起村委会换届“串选”案

关爱留守儿童
5月21日上午，洪江市托口镇，留守儿童在玩游戏。当天，该市志愿者协会开展“同在一

片蓝天下，心手相牵助成长”主题活动，给留守儿童送爱心书包、学习用品和营养食品等礼
物。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杨锡建 李林 摄影报道

从严治党在路上

熊宇仙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