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陈冠军 沈彩云 肖畅

皮影制作、花鼓戏、虾舞、火龙、巫家拳、油
纸伞……自今年湘潭在全省率先开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之后，这一场场的传统文
化展演连日来就在湘潭数十所学校接踵推出，
并由此成为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的“黄金收获季”。

全局统筹
让青少年更多接触传统文化
5月24日， 年逾八秩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吴升平在湘锰小学为
2000多名师生表演了传统的皮影戏《岳飞大
战金兀术》，下午又在这里开展（剪纸）传习活
动。望着天真烂漫的孩子对传统文化项目流露
出的浓厚兴趣，吴老脸上挂满了笑意。

出台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建立长效
化工作机制，划拨专项经费；统筹各县市区和30
多个参与单位以及4个专业院团、12个非遗项
目、10名代表性传承人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成立

“非遗文化志愿服务大队”……今年，湘潭全面
启动了“非遗进校园”工作，积极探索文化遗产

“活态保护”实现路径。至今，已在全市24所“非
遗” 传承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展演
活动46场，参加活动的师生达到3.2万余人次。

铸造精品
让青少年更深感知传统文化
“《刘海砍樵》更精练了”“《小姑贤》的对白

更幽默了”“纸影戏用上了新型节能灯，更方便
也更清晰了”……这些评价，道出了青少年对
欣赏传统艺术的个性需求。面对传统戏曲的影
响力逐渐式微、 传统艺术的生存空间受到挤
压、 观众年龄断层明显的客观实际， 一开始，

“非遗” 项目的选择与打磨就成了摆在决策者
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此，领导小组一方面按照城乡、学龄和
普教与职教的区分， 精心选定24所参与学校。
另一方面严把项目内容质量关， 以易于感知、
易于传承为基本要求，围绕爱国、守信、齐家、
励志等题材， 对一些传统剧目进行精雕细琢、
推陈出新。最终，石鼓油纸伞、花鼓戏等10个

“非遗”项目，《刘海砍樵》《胡大回门》等8台传
统花鼓戏和特色纸影戏《岳飞大战金兀术》被
列为推荐项目， 由各学校师生进行“按谱点
菜”。

创新形式
让青少年更易接受传统文化
“哈哈，我也会‘变脸’啦，真有趣”“老师，

让我也来变一次吧”……4月18日，在临时加演
的《变脸》表演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要“拜

师学艺”。 这样的热闹场面， 在活动中并不鲜
见。

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科学谋划，精心部
署；“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以及
演艺人员在项目表演和制作中适度而有机地
融入现代技艺； 在校园展演和教学传习活动
中，现场穿插多次互动环节，并辅导学生动手
制作和传授表演技艺……在推进“非遗进校
园”工作中，湘潭市大胆创新灵活高效的教学
模式，努力探索易学易懂的授课方法，根据美
育与智育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普及教
育与重点培养相结合、 提高艺术素养与培养
道德品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因材施教、因人
而异、因事制宜，让青少年更容易接受传统文
化。

目前，湘潭皮影戏、巫家拳等非遗项目均
新吸收了一群学生为徒。5月下旬，中央电视台
专门派出摄制组对该项活动进行拍摄宣传。下
阶段，湘潭将继续紧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一主题，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更
好地植根于广大青少年的心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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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建国 于发桃

6月1日，农事进入繁忙时节。在江华
瑶族自治县同丰粮油绿色水稻基地，蒋
珍凤头戴草帽，与农民技术员一起，在码
市镇新田埂村4组田间忙活。

“她跟我们一样，经常下田劳动。”说
起这位昔日下岗女工， 如今在大瑶山里
“种”出了上亿身家的同丰粮油老总蒋珍
凤，农民朋友个个竖起大拇指。

出生在农村的蒋珍凤，1997年中专
毕业被分配到江华卷烟厂。2003年，工厂
关闭，她成了下岗工人。下岗姐妹们纷纷
南下打工，她选择在当地自主创业。

蒋珍凤多方考察后发现， 江华瑶山
水稻种植面积大，加工企业少，于是想办
一个小型大米厂。她拿出1万多元下岗安
置费， 又找亲友东拼西凑， 租了一个厂
房，买了碾米机等设备。

加工厂的业务是加工稻谷、 销售大
米。当时，由于小型米厂多，蒋珍凤加工
的普通大米市场竞争力不强， 碾出的大
米囤积了很久卖不出， 一年下来亏损了
10多万元。

“首次创业失败，蒋珍凤又产生了一
个想法，在瑶山建一个基地，专门生产优
质稻米。”公司老员工李斌说。

说干就干。蒋珍凤带人外出考察，向
食品专家学习。回来后，她决定从源头管
控产品质量。 她和员工一起挨家挨户做
工作，流转土地1000余亩，在地处潇水之

源的码市镇建起了优质稻生产基地。
为开发这片基地， 蒋珍凤费尽了心

血。这里地势高、交通不便，不利于机械
操作，种植成本高，加上当年天气反常，
产量大减，蒋珍凤又亏了几万元。

“虽然亏了钱，但客户普遍反映，这
批米口感和质量非常好。” 蒋珍凤说，这
坚定了她继续创业的信心。

2009年11月， 蒋珍凤在银信部门支
持下， 成立同丰粮油公司， 并出任董事
长。从小在瑶山种田长大的蒋珍凤，将公
司产品商标取名为“瑶珍”，寓意为“来自
瑶山的珍品”。

始终坚持从源头管控， 始终坚持打
绿色环保牌，短短两三年，“瑶珍”牌大米
不仅在当地有了名气， 在沿海地区也有
了大量客户。以原有基地为基础，公司在
全县10多个乡镇建起了总面积2万多亩
的优质稻、有机稻种植基地，还建起了年
产3万吨绿色大米加工生产线。同丰系列
大米逐渐销到沿海以及东南亚地区，进
入了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国内外10
多家大型连锁超市， 还上了几大线上商
城。10多年奋斗，蒋珍凤在瑶山“种”出了
上亿元的身家。 基地种粮农户每亩年收
入也增加了400多元。

“曾有客商让蒋珍凤给米打蜡，让大
米卖相更好看， 但被她坚决拒绝了。”跟
蒋珍凤一起打拼了多年的公司老员工李
超说，“瑶珍” 牌大米获得了有机产品认
证和绿色食品认证， 公司也获评全国放
心粮油企业、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 � �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周玉意 周卫长)今天上午，邵
阳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动员大
会，会议就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作
出规划、部署，并发出动员令，力争今年获
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2020年完成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近年来， 该市相继开展小街小巷改
造、最美十条街建设、农贸市场改造、限摩
限电、 城市穿衣戴帽工程等民生工程建
设，城市基础设施、市容市貌、公共秩序、
社会服务等方面有了明显提升，成功创建
全国卫生城市和省文明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是一座城市的最高荣
誉，是反映城市综合实力和整体文明水平

的重要标尺。 邵阳市委、市政府着眼增强
城市硬实力、提升发展软实力，吹响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集结号。该市将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创建
宣传造势、市容环境卫生整治、公共基
础设施提质、 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窗
口”服务优化等6个方面精准发力，建设
好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
治环境、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健康向
上的人文环境、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社会文化环境、 舒适便利的生活环
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推动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 增强广大市民的舒适
感、幸福感和归宿感。

� � � �
张福芳 廖鹤松 吴丽

6月1日，从娄底出发，一路高速。1小时后，
进入梅山腹地九关十八锁区域涟源市伏口镇。
伏口镇位于涟源与新化、安化、宁乡等地交界
处，被群山簇拥，风中透着丝丝凉意。这座小镇
多年来鲜为人知， 直到去年底被国家发改委、
住建部等7部委定为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镇，
才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

在伏口镇，听当地人讲得最多的，是关于
扶王的传说。

扶王全名扶汉阳， 是梅山地区第二代梅
王。他曾领导梅山峒民保境开发50年。扶王的
故事在《安化县志》《新化县志》《湖南通史》上

都有记载。在伏口一带，以扶王命名的庙宇就
有10多座，还有扶王峰、扶王山、扶王垴、扶王
寨、扶王井、藏兵塅、飞丧崖等地名数十处。现
在，伏口镇成立了地方文化研究委员会，每年
筹资6万余元，从事扶王故事发掘、整理和传播
工作。去年，“扶王传说”被娄底市认定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

伏口镇的书画艺术也令人惊叹。 一个仅6
万多人口的小镇，书画艺术家就有100多位。

在伏口镇文化站，100多幅书画作品依次
悬挂，一张大桌子摆在中央，笔墨纸砚一应俱
全。这里是伏口镇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书画
艺术演练场。“伏口历史悠久，又受梅山文化浸
染，早在2004年就被省诗词协会授予‘诗词之
乡’称号，伏口镇文化站是全省百强乡镇文化

站。”伏口镇文化站站长吴子良介绍。
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陈

初生、当代著名画家黄纯生……在伏口镇名
人记录册上，可看到不少在书画界有影响力
的“大家”。一个深山小镇，从事诗词创作及
根雕、篆刻的文化示范户就有20多户，镇里
还成立了梅山文学社，已出版《梅山文学》杂
志近10期。

在伏口镇，还有一个特殊的节日———呷新
节，也称吃新、尝新、试新。过节时间为每年农
历五月、六月的逢卯日。过节时，不仅杀猪宰
鸡，还要把各种新鲜蔬菜煮好，并到田里采摘
几穗带露水的稻穗摆上神桌，供奉上苍、神灵
和祖先。家有出嫁女儿的，都要带着礼物回家
来。还举行祭祀仪式、唱神歌、跳梅山宗教舞等
盛大活动，男女老少全参与。

伏口镇党委书记廖学军说， 伏口文化厚
重、民风淳朴、风景瑰丽，既有梅山古寨，又有
连绵的大石山，处于长沙“3小时经济圈”内，假
以时日，文化旅游一定会花红果硕。

� � � �湘潭市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力
“非遗”传承———

演场皮影戏 打趟巫家拳 女子“种”出上亿身家

邵阳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集结号

深山古镇藏“扶王”
———涟源伏口镇见闻

创业记

� � � � 6月2日，道县清塘镇楼田村周敦颐故里，创意彩色水稻“太极图”已进入观赏期。周敦颐出生
于1017年，是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被尊称为
理学鼻祖、湖湘文化先驱。今年，当地开展系列活动，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

何红福 周凤连 摄影报道

彩稻“太极图”

� � �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周立峰）端午节前夕，长沙市雨花区牛角塘社
区，一场名为“粽情端午诗意浓，粽叶酒香醉街
坊”的端午暖心活动浓情上演。30位街坊，与社
区失独家庭段妈妈夫妇，欢聚一堂，诵读经典，
同包粽子，共度佳节。

段妈妈是位伟大的母亲。5月初，16岁的儿子
叶沙，突发脑溢血。在生命最后一刻，段妈妈和丈

夫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把儿子的器官捐献给7
个急需器官的病人，让7个重病患者重获新生。

段妈妈名叫段辉群，1999年入住牛角塘社
区，一家三口同婆婆住在一块。

在家中，段辉群孝顺婆婆。在生活中，段辉
群热心邻里，积极参加各类社区活动。2013年，
段辉群加入了牛角塘社区的爱心妈妈工作室。
经常协助社区服务中心开展帮助残疾人、反对

家庭暴力等工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4月27日，段辉群

的儿子叶沙患脑溢血。突如其来的噩耗，令她
悲痛欲绝，神情恍惚。这个时候，段辉群的丈夫
叶宗武偶尔从儿子同学那里得知，儿子生前的
理想是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立志今后要
去当一名脑科医生。为此，叶宗武做出一个惊
人的举动———器官义捐，以实现儿子生前救死
扶伤的愿望。

面对失独之痛， 段辉群起初坚决反对。但
她很快想通，支持丈夫的决定。随即，叶沙的
心、肺、肝、肾、眼角膜等多个器官被紧急移植
到7个患者身上，让病重患者的生命得到延续。

16岁长沙少年捐赠器官
7名重病患者获新生

江华蒋珍凤扎根家乡土地，带领乡亲们种“致富稻”———

瞄准6个方面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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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日2日讯 （钟毅刚 李先
进）“没想到， 我向到村里走访的纪委干
部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处理，被村里
克扣的养老金也退给了我。 ”近日，汉寿
县洲口镇侯王村村民老黄从办案人员手
中接过2000元清退款时激动地说。 该村
党支部原书记万善群、 村会计陈焕利因
侵占克扣群众养老金和惠农补贴资金，
分别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今年来， 汉寿县纪委组织县乡纪检
干部，开展村级巡察大走访，对收集的问
题线索快速调查处理。 目前，纪检干部已
下访排查农村信访问题389个，查处“蝇
贪”案件18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0人。

汉寿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曾群介
绍，为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今年1月，县纪委提出，把农村信访“大起
底”作为贯穿全年工作的一条主线，在全
县开展村级专项巡察。 对巡察中发现的
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延伸调查， 追根溯
源。 专项巡察工作将持续至2018年，将全
县278个村级组织巡察完毕。

专项巡察按照“摸清家底、宣传发动、
走访群众、调查问题、告知真相、处理追
责、整改提高”7个步骤进行。 全县近100
名县乡纪检干部走村串户，广泛接触村干
部、党员骨干、村级纪检员、老干部、群众
代表等。 各类“蝇贪”纷纷浮出水面。 各巡
察组还与县纪委信访室保持“热线”联系，
上报信访新情况、领办信访老问题。目前，
除上报75个新情况外， 还带下去了26个
老问题，使一批信访积案得到处理。

汉寿：
纪检干部进村来
各类蝇贪浮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