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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佳蕊

莲步轻移，朱唇微启，眼波流转，顾盼生辉……
6月6日，在郴州湘南小学的礼堂舞台上，小学生们表
演了《牡丹亭》中的《游园》。令人惊讶的是，演出队
伍里最小的读二年级， 唱主角闺门旦和花旦的是
五年级的资瑜菲和三年级的陈盈盈。

2016年，郴州市首次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校园进课堂。郴州的昆曲文化、林邑文化和
桂阳华山的瑶族文化、安仁的米塑文化、永兴的拼
布文化等地域特色浓厚的传统文化进入各学校，
融入课堂、大课间活动、学生课外活动。 传统文化
正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昆曲艺术受追捧
“每周，我们都有昆曲社团活动。在我们学校，

每个孩子都能哼唱几句，走个台步。 ”湘南小学校
长陈锋介绍，学校聘请了湖南省昆剧团青年演员
胡艳婷、王艳红为学生授课，并对湘南小学红领巾
戏曲社团进行专业指导。 这一曲《游园》曾参加省
市级演出并获奖，小演员们荣获“小小传承人”的
荣誉称号。

在湘南学院附小，昆曲也受到追捧。 一堂昆
曲艺术家的大课堂，被学生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
层”。“今年，好几个学生去报考昆剧团，要当小演
员呢。 ”该校校长朱志平说。

2016年以来，郴州积极开展昆曲、湘剧、花鼓
戏等地方戏曲进校园活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专
项资金资助等方式，投入资金80余万元，开展戏
曲进校园演出200余场次， 组织国家一级昆剧演
员罗艳等国家级、省级戏曲传承人和知名戏曲演
员到中小学校举办戏曲讲座400余场次， 在全市
中小学校普及戏曲知识。

非遗文化放光彩
在郴州市十一完小，美术教师、副校长邝晓华

正带着孩子们做安仁米塑。 从准备粉胚到捏塑造
型，再到精细雕琢和最后的“上色”，邝晓华一气呵
成。 孩子们学得有模有样。 一节课下来，各式各样
的米塑造型完成了。 独立的金鸡、富贵的花猪、开

屏的孔雀、威猛的恐龙，相映成趣。
邝晓华是安仁人，对米塑情有独钟。

2012年， 安仁米塑被列为湖南省第三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邝晓华把这
项技艺在校园推广开来。 邝晓华
说：“让孩子们从小接触非遗，热
爱非遗， 这是对非遗最好的继
承。 ”

被“请进”校园的非遗文
化远远不止一项。永兴大布
江拼布绣、 湘南剪纸都走
进了课堂。 邝晓华还把传
统手艺的传承与红色文
化紧密结合，既让学生受
到爱国主义教育，又提高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
的拼布绣作品“小荷才露
尖尖角” 在2016年中南
六省中小学美术教育交
流会上获得一等奖。

在桂阳县华山瑶族
中心学校，瑶族舞蹈、瑶族
唢呐、 传统瑶绣等非遗传
承活动如火如荼。作为湖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
地学校， 该校聘请民间艺人
传承， 开设瑶族文化陈列室，
建设校园民族文化长廊， 开展
瑶语、汉语双语教学，还组织学
生走出瑶乡， 用民族歌舞演绎瑶
族人的梦想，成为瑶族文化传播的
使者。

林邑文化满校园
走进郴州市五中，每一栋楼门

口、教室门口、宿舍门口，都挂着不
同内容的楹联。“这都是我们结合郴州的林邑文化
创作的。 ”该校语文教师、湖南省楹联家协会会员
陈凡阳说。

郴州被誉为“林中之城”，郴州文化被称为“林
邑文化”。 林邑文化寄情于山水之间，包含农耕文
化、仙道文化等，秦观、苏东坡、米芾等文化名人都
留下过足迹。 郴州市五中把楹联写作与林邑文化
结合起来，创作出“含情碧水渠牵画 戴月渔舟网
作诗”“唐风宋调，千古风华千古韵 湘水郴山，一
方风土一方情”这样的凸显本地特色的对联作品。

郴州市十五中聘请文化专家走进校园，“万华
讲堂”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校长黄鸿明正在编
制校本教材《林邑文化》。“教材将深挖郴州的精
神、红色记忆、资源特产、人文历史、名人艺术等林
邑特色。”黄鸿明介绍，“林邑文化”不仅要进教材、
进课堂，新校区建设也将具有林邑特色，他主持的
课题《以林邑文化为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
研究》 今年成功通过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
项。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就是要学生入脑入
心，要纳入日常学科教学无缝渗透，要结合校园文
化建设有机融合，要结合地方文化有效传承。 ”郴
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邓伟元表示， 郴州市将成建制
持续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 培养有文化底蕴的学
生。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吴鹏翔 尹萍

草木葱茏，花卉芬芳。 6月14日
上午， 记者在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
牌街道新城社区走访， 看到的是居
民神采飞扬的笑脸， 听到的是悠扬
的歌声， 见到的是志愿者忙碌的身
影。

新城社区位于天伦城商业步行
街区， 整齐的楼宇、 洁净的马路，
令人心旷神怡。 记者走进社区， 一
堵“笑脸墙” 扑面而来， 200多位
居民的笑脸照片， 让人感到他们的
幸福写在脸上。 装饰一新的服务大
厅门口右边墙上，“民生回音壁” 格
外引人注目， 记者定睛细看， 上面
写满居民的建议、 心愿和社区的答
复。 原来， 居民的建议得到及时落
实， 愿望得到及时实现， 疑惑得到
及时解答， 才能看见一张张舒心的
笑脸。

社区党支部书记唐述介绍道，
区委、 区政府非常重视社区建设，
投入100多万元， 建起了600平方米
的社区服务中心。 图书阅览室、 社
区活动室、 居民议事厅、 文化走廊
等服务设施齐全， 自然为服务社区
居民打下了坚实基础。

还未走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悠扬的歌声就已飘进记者的耳里。
走近一看，一架钢琴，一张曲谱，一
位鹤发老者正在指挥合唱《岳阳楼
恋歌》。 老者是社区的艺术家余克
凡，2009年退休后组建了爱乐合唱
团，把《岳阳楼恋歌》等唱到了维也
纳金色大厅，并夺得音乐会金奖。 唐
述介绍，社区还成立了京剧团、民乐
团、 洞庭渔歌队等多支群众性文艺
队伍，每周在社区开展活动，吸引了
不少居民观看并主动参与。

记者来到开放性图书阅览室，
不少居民正在看书。 居民张娭毑
说： “我们社区有文化长廊， 有写
春联、 读经典、 包粽子等活动咧，
好玩得很！”

在“市民课堂”，“岳阳楼下话
家风” 讲座吸引了50多位居民。 原
来，这是社区退休老党员、老干部、
老教师、老劳模、老专家等“五老”自
发组建的和谐志愿宣讲团在开展
“微宣讲”。 当天主讲的是团长李
鄂鹏。 居民许爹告诉记者：“微宣讲
采取的是拉家常、讲故事的方式，以
小见大， 把理论天线与民情地线打
通， 用身边的故事宣传党的好政
策。 ”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唐述介绍
说，社区一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广泛开
展关爱社会、关爱他人、关爱自然志
愿服务活动， 还利用网格员、 微信
群、QQ群以及社区阵地， 积极开展
“微传播、微课堂、微展演、微心愿”
的“四微”服务，并让“微服务”传播
“岳阳楼区好声音”。

走出社区服务中心， 在天伦城
十字路口， 有两名身着 “志愿者”
红色背心的中年人， 举着小旗子疏
导行人和车辆。 时间已近中午， 人
流车流增大， 社区志愿者自发来到
这里开展志愿服务。 据了解， 目
前， 社区共有12支志愿服务队， 注
册志愿者800多人。 75岁的志愿者
刘雄辉是一名退休干部， 他几乎跑
遍城区每一条街巷， 从收集废电
池、 铲“牛皮癣”， 到当交通劝导
员， 刘老一直致力于公益活动和文
明创建 ， 先后荣膺“中国好人”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社区还专
门设置了“刘雄辉工作室”。 唐述
赞叹： “刘雄辉是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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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文化
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荨荨（紧接1版③） 武冈机场距离邵阳市区100公
里、 武冈市区约9公里； 距世界自然遗产崀山
30公里、 南山国家公园50公里。

邵阳市副市长蔡典维介绍， 邵阳青山绿
水、 风景如画， 其中崀山已成为湖南省的一张
名片， 但过去因为交通未成网， 影响旅游业发

展壮大。 武冈机场通航后， 邵阳将构筑高铁、
高速公路、 航空立体交通网， 有望提升邵阳旅
游人气， 促进景区建设和推广， 助推全域旅游
发展。

目前， 我省已通航长沙黄花、 常德桃花
源、 张家界荷花、 怀化芷江、 永州零陵、 衡阳

南岳6个机场。 邵阳武冈机场将是我省第7个通
航机场。

按规划， 岳阳、 郴州、 自治州已获国务院
和中央军委的联合批复， 正在推进机场建设；
娄底新化机场正在准备前期相关工作。 到“十
三五” 末， 湖南将建成11个民用机场。

荨荨（紧接1版①） “喂鸡” “绣花” “放风筝”，
原来也有表演程式。 大筒和唢呐发出的声响真特
别啊！ 校园里的孩子们惊奇地看着、 听着， 传统
戏曲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一枚一枚湖湘文化的种
子……

那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在精致华美的剧场
响起， 在生机勃勃的校园沸腾， 各类音乐会、
多种舞台剧、 不同传统戏曲， 在“雅韵三湘”
高雅艺术普及推广活动中走进基层老百姓， 每
年逾200场的演出，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欣
赏高雅艺术。 时时有看， 常常有听， 三湘百姓
过足了瘾。

那笑声和掌声又去了哪儿
笑声和掌声， 在谢娭毑和她老伴那里。75岁

高龄的谢秀英娭毑家住长沙市火星镇，她每个星
期都会早起一次，坐公交去排队领票。“感谢政府，
让我们看免费的戏。我和老头子都好喜欢看，蛮开
心的。”她边笑边说。

笑声和掌声，在瑶族同胞那里。为了排练好舞蹈
《敲梆》，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霸王祖村的瑶族同胞们
都铆了劲。领头人赵克仕家里种了近100亩香芋，因为
排练舞蹈，种植面积缩减到了10多亩。他并不觉得吃
了亏：“这是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高兴，值得！”

笑声和掌声，在基层群众那里。衡东县栗木乡
的胡大爷说：“乡里好多年没这么热闹过了。以前，
这种规模的文艺演出只在电视上看过， 想不到现
在能在家门口看到， 还能有机会上台表演呢。”杨
桥镇的侯大妈说：“我们不是为了名次， 只是想到
更大的舞台上去跳一跳广场舞。”

笑声和掌声，在三湘百姓心里。一边观“欢乐
潇湘”，一边品“雅韵三湘”。一边搭建群众文化平
台，让群众当明星；一边为群众提供高品质的艺术
享受，感受高雅文化的熏陶。两大平台交相辉映，
活跃和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笑声和掌声始终回响在三湘大地。
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以“欢乐潇

湘”和“雅韵三湘”为代表的湖南群众文艺，成为又
一个影响全国的“湖南现象”。

荨荨（紧接1版②） 以东风湖为例， 数十年的环境
“顽疾”，治理起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6月9日，记者沿东风湖察看时发现，一股浑
浊发臭的污水正通过沟渠直排湖中，入湖口垃圾
遍地。

而约200米开外，就是马壕污水处理厂。
仅一墙之隔，污水为何进不了污水处理厂？
马壕污水处理厂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厂

一期工程的日处理量为5万吨， 目前已满负荷运
行。

记者了解到，东风湖周边共有10个排污口在
向东风湖排污。从岳阳市环保局提供的监测数据
看，东风湖仍是富营养状态，氨氮、总磷等污染物
指标超标，尽管采取了不少治理措施，今年前5个
月中仍有4个月的水质为劣五类。

“东风湖周边多是城中村，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很多地方未接入管网。”岳阳市住建局办公室
主任刘斌说。显而易见，东风湖水质要改善，截污
之路任重道远。

据介绍，东风湖的治理将分近期、中期、远期
三步走。近期，购置1台1万吨/日的移动污水处理
设备，处理暂无法管网收集的污水，目前设备采购

在走程序，预计9月底到位。中期，启动截污管网工
程，以及周边配套管网、提升泵站及部分道路的建
设，在2018年底完成80%以上的污水管网建设；今
年底动工建设马壕污水处理厂二期， 新增污水处
理规模15万吨/日，争取在2019年6月建成。

“《东风湖新区概念性规划》最近已出炉。结合
九华山棚户区改造，建设岳阳的‘滨湖新区’，全面
综合开发整治东风湖，是长远之策。”刘斌介绍。5
月底，岳阳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采取边征拆、
边治理、边建设模式推进，争取用5年时间基本完
成东风湖新区的开发建设。

以前1个月被投诉五六次的问题，
10多天就解决了

“这两个沥青搅拌站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前1
个月要接到五六个群众投诉电话，现在终于解决
了。”株洲市石峰环保分局响石岭片区队长易晶波
最近松了一口气。

石峰区大石山上从事沥青搅拌的两个厂，分
别属于株洲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和株洲市市政工程
维护处。

两厂建设初期，周边是荒山。随着城市发展，

周边居民越来越多。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气味难
闻，砂石运输产生大量扬尘，导致群众多次投诉。

5月6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现场视
察后，对两处沥青搅拌站整治作出要求：“在10天
内拿出清场搬迁方案， 在1个半月内完成市政建
设公司沥青搅拌站清场搬迁任务， 在2个月内完
成市政维护处沥青生产线设备拆除搬迁和清场工
作。”

6月12日， 记者来到大石山， 两个厂区内均
已一片空荡， 仅地上残留着一些污水和砂石。 据
了解， 株洲市市政工程维护处的沥青搅拌站已在
5月20日左右清场， 株洲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沥青
搅拌站也在6月2日将设备全部拆除、 搬走。

面临搬迁的还有株冶集团。 作为株洲清水塘
老工业区最大的企业， 株冶在今年3月启动搬迁
拆除， 计划到2018年12月关停全部产能。 株冶
安环部负责人介绍， 在全部关停之前， 株冶将采
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确保不发生环境问题。

据了解， 厂区内铅锌等有色金属渣场仍堆存
有历史遗留物料， 目前， 株冶对一部分遗留物料
再次综合利用， 一部分外销第三方综合利用， 并
在今年底前完成老渣场复垦。 针对直接炼铅项
目， 在7月底前完成备案管理的同时， 加强日常
管理， 实施24小时在线监测， 确保稳定达标排
放。

田间地头是舞台 欢歌热舞动三湘

誓除“顽疾”扫尘霾

岳阳楼区五里牌街道新城社区———

唱响梦想 触摸幸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李青 肖畅

小区里环境干净整洁， 绿树成
荫； 儿童快乐家园里， 充满孩子们
的欢声笑语； 楼门邻里之间， 到处
律动着和谐之音……初夏时节， 徜
徉在韶山市清溪镇火车站社区， 一
幅文明和谐的画面， 悄然展现在人
们眼前。

作为毛主席故乡韶山巿管辖范
围最大、 居民人数最多的社区， 近
年来， 火车站社区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抓手， 传承
红色基因， 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 先后荣获全国规范化
建设示范社区、 全国妇联基层组织
示范社区、 全国科普示范社区、 湖
南省和谐社区、 湖南省充分就业社
区等50余张国家、 省、 市级“社区
名片”。

近年来， 火车站社区从设施建
设抓起， 完善活动阵地， 搭建服务
平台， 为社区建设夯实基础。 去
年， 社区争取资金140多万元， 新
建成了社区服务中心、 群众文化活
动室等8个活动场所， 并设有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 快乐儿童活动中
心等3个特色项目和1个小型户外文
体广场。 同时， 创新实行“社区管
小区、 小区管楼栋、 楼栋管住户”
模式， 推行“单位小区单位管、 商
业小区物业管、 无人管理小区社区
管” 的管理思路， 将管理触角延伸
到无人管理小区和老旧小区， 做到
管理全覆盖。

这里， 有免费义诊、 理发、 维
修， 爱心帮扶的“阳光5号”，有为困
难群众定期捐赠各类生活必需物资

的“雷锋超市”，有收集废旧物品奖
励兑换的“两型志愿服务站” ……
火车站社区从居民最需要解决的
问题抓起， 打造“阳光5号” 等品
牌， 着力建设民生、 民心、 民安
“三大工程”， 努力使居民享受到
社区建设带来的看得见、 摸得着
的实惠。

社区建立健全面向老年人、残
疾人、 贫困户等群体的社会福利网
络；针对“零就业家庭”“4050”人员，
采取“一帮一”结对援助措施；组织
献爱心志愿活动， 把关爱温暖送到
困难居民的心坎上；开展“组团式服
务”，将党建、治安防范、纠纷调解、
文明创建、 民生事务等工作通过网
格服务送到每家每户。

一面面生动鲜活的文化墙， 一
条条教化感人的公益广告， 一支支
传递大爱的志愿服务队， 一场场寓
教于乐的文艺表演， 宛如株株“精
神之花”， 生长在社区的角角落落。
火车站社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 组织开展各种市民素质提
升活动， 引人向善、 引人向上、 引
人向前， 形成了文明风尚“润物细
无声” 的浓厚氛围。

社区组建了老年合唱队、 腰鼓
队、太极拳队、民乐队等12支文艺团
队；深入开展“市民学校”“基层微宣
讲”“道德讲堂”“身边人讲身边事”
“寻找最美”等活动；组织68个支部
的1208名党员进社区送温情、 送清
洁、送政策、送文化，大力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 使高尚的民风民俗潜移
默化走进居民家中。

如今， 火车站社区文明之花开
满园， 无所不在、 无时不有， 芬芳
四溢。

韶山市清溪镇火车站社区———

文明之花 芬芳四溢

制图/李雅文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奉
永成 ） 今天， 记者从省安监局获
悉， 我省决定从今年6月至2019年6
月 ,在全省汽车制造(含汽车维修保
养)企业和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开展尘
毒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使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
检查率达到90%以上。

在专项治理行动中， 各市州要
对辖区内汽车制造企业和铅蓄电池
生产企业进行深入调查、 摸排,建立
尘毒专项治理工作基础台账,深入企

业大力宣传尘毒危害治理措施和有
关法律、 法规。 相关企业须进行全
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
的整改方案。

对治理工作不认真、尘毒危害防
治措施不落实、工作场所无防尘防毒
设施或达不到防尘防毒要求、不为劳
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防尘
防毒用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将依法进
行处罚; 对于治理后尘毒危害浓度仍
严重超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 将依法
提请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我省对汽车行业尘毒危害
进行专项治理

文化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