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肖强 ）日前，长沙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召开推进城市道路交
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媒体通气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继集中打击重点
交通违法行为“百日会战” 行动之
后，本月起，长沙在全市范围内启动
为期7个月的城市道路交通秩序集
中整治行动。

目前， 长沙汽车保有量已超过
200万辆，人、车、路等交通要素的迅
猛增长， 使得道路交通事故随之增
加。 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城市交通
管理工作，着力打造畅通城市、文明
交通， 长沙新一轮城市道路交通秩

序集中整治行动， 将以城市治乱疏
堵为核心，全力破解难题，优化城区
交通组织，提升城市交通管理水平，
努力实现城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交通事故、交通乱点明显减少，道路
通行效率、市民守法率、安全感明显
提升。

会上还就“百日会战”行动整体
情况进行了通报。2月28日至6月7日，
全市共出动警力9.8万余人次、 警车
1.3万余台次，现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59.45万起，涉牌涉证违法12.37万起，
违法占道行为117.92万起， 涉酒驾驶
7792起，刑事拘留825人次，行政拘留
2350人次。

返乡创业助脱贫
6月21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玩具加工厂，员工在缝制玩具布料。2015

年3月，在广东务工的李仲爱（右一）与丈夫返乡创业，自筹资金近30万元创办玩
具加工厂，承接来料加工订单，吸纳了周边20多户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刘强 摄

长沙整治道路交通秩序
“香炉山”黑茶的世博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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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阿斯塔纳世博的湘企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6月21日，夏至。正是“喝茶养
生、得清凉在心”的时节。这个时候
走进黑茶之乡———益阳，正合时宜。

湖南益阳香炉山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展示品鉴大厅，雅致而忙碌，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礼品包装盒，将
一包包成品茶装盒装袋， 美丽的泡
茶师在一遍遍练习冲泡技艺。 他们
为即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举办的“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中
国馆湖南活动周”作着周密准备。

“香炉山茶业已经是第三次参
加世博会了。 这次香炉山的千两茶
被选为我省在阿斯塔纳世博会上的
指定礼品茶，准备必须万无一失，不
能马虎。”香炉山茶业董事长刘搏告
诉记者。

千两茶， 就是千两花卷茶，有
“世界茶王”之称，已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香炉山的
展示大厅， 两卷大气而沉甸甸的圆

柱体黑茶， 正无声地诉说着八百年
黑茶的经典与古韵。 这个1.66米的
“高个子”，净重1000两，按老十六
两秤计量， 折合现重36.25公斤，需
要5至7位制茶师共同杠压踩制完
成。压制成型后，经日晒夜露，得天
地之精华自然干燥而成。外包装也古
朴有特色， 茶叶经棕叶层层包裹，再
用竹黄篾包装成网格状。冲泡时先切
割成饼状，再撬开取茶，经开水冲泡
后汤色金黄明亮，茶香浓郁纯正。

说了一大堆，明眼人在疑惑，这
样的庞然大物， 怎样扛着抬着走出
国门去参展呢？

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扛出国门
去参展，早在两年前，刘搏就有此考
虑。那一年，香炉山茶业参加2015年
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刘搏特意组织制
茶师制了两卷每卷重达一万八千两
的千两茶，想运出国门去参展，还想
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可惜的是，由
于千两茶的外包装是竹制品，不合人
家的通关要求，未能成行。现在，这两

卷“千两茶王”就矗立在香炉山茶业
的生产基地，成为“镇厂之宝”。

“千两茶名为千两，实际上按重
量区分，它也有万两、千两、百两、十
两的差别， 不全部都是大块头。”刘
搏告诉记者，沉甸甸的千两茶，千百
年来都是最受我国西北农牧民欢迎
的边销茶之一，之所以动辄上千两，
是为了方便驮在马背上， 沿着茶马
古道长途跋涉。现在，交通方便了，
销售模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千两
茶的外包装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如传统的千两茶，不仅笨重，取用还
必须切割撬开，比较麻烦。香炉山茶
业经研发改进， 研制出了千两颗粒
茶。前期的制作仍是传统工艺，只是
在后期的包装上， 变成了小小的袋
装颗粒茶，冲泡非常便捷。在米兰世
博会上， 因万两千两茶未能如愿带
出，他们就带去了千两颗粒茶，大受
欢迎，并获得米兰世博会金奖。

“黑茶的形状在改进，我们不仅
有颗粒茶，还有巧克力黑茶、金条黑

茶等，让产品的携带、冲泡都更加便
捷。”刘搏说。

“黑茶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
之茶，在中亚地区，饮用黑茶已有上
千年历史。但近年来，随着欧洲红茶
的进入，对黑茶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我们要通过对黑茶品质的提升，包
装的升级换代， 重新占据中亚市场
更大的份额。”益阳市贸促会会长曾
斌提到。

尽管黑茶在我国的大西北、在
中亚地区声名久远， 但黑茶更多地
为世人所称道，源于2010年它在上
海世博会上的精彩表现。那一年，在
几个月的世博会期间， 益阳的黑茶
企业轮番开启黑茶之旅， 让国人大
开眼界。“香炉山黑茶也在上海世博
会湖南馆展陈展示， 给人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两次世博会，让我们收
获不小， 这一次参加阿斯塔纳世博
会， 是在对黑茶有足够了解的中亚
地区，相信会有更大的收获。”刘搏
对此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
势， 湖南工业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
的运行态势。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
据，5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8%， 增速较4月加快0.2
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总体情况良好。 三大
工业门类中，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 已连
续5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制造业增
长呈现加快势头，5月增加值同比增
长8.0%， 增速较4月加快0.3个百分
点； 采矿业持续低迷，5月增加值同
比下降23.8%。39个大类行业中，28
个行业5月增加值同比增长。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5月， 全省
规模工业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2.8%，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3.3%， 增速均明显快于平
均水平。

在各类规模工业产品中，混凝土
机械、大米、商品混凝土、饲料、硫酸
等连续5个月保持平稳增产；5月，新
能源汽车和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增产幅度最大，产量同比分别
增长80.4%、23.8%；平板玻璃则出现

今年以来首次减产。
各类企业中， 国有企业异军突

起，5月增加值同比增长14.9%，不
仅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增加值负增
长， 增速还飙升至近3年最高值。此
外，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增加值也实现增长， 而内资
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增
加值则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刘绪义

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中，湖南是非
常独特的一块。打开湖湘文化地图不
难发现，沿湘江北上，随着历史的推
进，从永州至衡阳过娄底、湘潭至长
沙再北入岳阳洞庭，形成一条千里湖
湘文脉；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毛
泽东等一代代湖湘人杰书写了湖湘
文化特有的家国情怀。这种为世人津
津乐道的胸怀天下、舍我其谁的家国
情怀背后， 绵延着深邃的历史根柢，
即湖湘好学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学习是文
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
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通俗地说，
学习是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一个地
方是否人才辈出， 首先取决于是否
有好学风。

湖湘好学风有三大明显特征：一
是民间重视教育；二是重视读书价值
观的培养；三是自觉的文化传承。

重视教育，为湖湘好学风
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的湖南官学并不发达，但
自宋以后， 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湖
南民间私学发达，书院遍地。“天下之
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以
南岳衡山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千年书
院传统，以岳麓书院为代表，在全国
影响巨大。发展到晚清，湖南出现了
一个军人办学传统，湘军将领大兴书
院之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
玉麟等先后在湖南甚至全国兴办了
许多书院，光是左宗棠就兴办过30多
所书院，300多座义学。

近现代湖南军界人物迭出，与湖
南的军事教育格外发达关系甚大。自
1890年曾国荃在南京设立江南水师
学堂开始，湖南人重视军事教育风气
日盛。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设立武
备学堂， 后改为湖南陆军小学堂；民
国初年，谭延闿在长沙创办湖南陆军
讲武堂，学生中很多人成为国共两党
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
清等；1926年， 创立黄埔军校长沙分
校；1938年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又从武
昌迁至邵阳武冈。

清末最早的新式学堂也出现在
湖南。1897年， 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
等人开办时务学堂。1905年科举废除
前后，湖南官绅大都热心教育，捐资
办学的风气十分浓厚，并且实行奖励
政策，对那些优秀的自费出国留学生
给予奖励，直接促成湖南出国留学热
潮，出国留学人数居全国第一。

湖南巡抚赵尔巽积极开办各类
实业学堂，发展职业教育，重视新式
教育。教学内容从单纯学习传统经典
转而兼重西方格致之学，学风也从单
纯的修身养性、笺注训诂，转向注重
经世致用，以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为
主要目的。

这一切， 为湖湘好学风奠定了
基础。

好学风， 培养了湖南人
正确的读书价值观。

“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
与帝王家”， 中国传统的读书观是将
读书与做官画等号的。但我们从岳麓
书院“实事求是”的匾额就可以看到，
湖南教育讲求的是经济之学，与时俱
进。 南宋时朱熹批评教育的现状是

“老师以学校为传舍，学生视老师为
路人”。但他来到湖南看到的，却是
另外一番风景。 历任书院山长都以
书院为家， 有的甚至毕生精力都在
书院。这些校长们既是当世大儒，也
是职业教育家， 他们把教育视为毕
生的志业，把书院看作人生的舞台，
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一体担当。反
过来， 岳麓书院也成为成就校长们
德行、学问、声誉的平台。他们耐得
住大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隔江冷看
滚滚红尘，闭门热对莘莘学子，一边
教书育人，培养人才，一边刻苦钻研
学术，著书立说，取得了教学、学术
的双丰收。

书院师长大多主张政治与教育
不可分割。政治是立制度轨，管理国
家事务的； 教育则是陶冶社会风化，
维系人心的。如张栻认为，“善政谓立
之制度，普教谓陶以风化”。张栻把教
学看作政事之先，强调政治以教学为
先务，办学校就是搞政治，教育的根
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他们要求生徒不
但要会科举，还要有对文化、对社会
的担当；既要掌握儒家经典，知道如
何做人，做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之
才，也要学习具有应变社会生活的基
本能力，“出为良臣，处为良士”。

嘉道年间， 整个国家人才匮乏，
林则徐、曾国藩等人都发出了国家匮
才之忧，但是在欧阳厚均担任山长期
间，岳麓书院却人才辈出，青年学者
不远千里而来求学岳麓。仅道光五年
（1825） 就有28人中榜， 培养出曾国
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刘蓉、李
元度等大批湖湘才子，半部中国近代
史都被他的学生写了。

乾隆年间担任书院山长的旷敏
本所作的一副对联，更是鲜明地道出

了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和特有的文
化：

是非审之于己， 毁誉听之于人，
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
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 民物命何以立，
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
水，斯文定有攸归。

上联说：是非、毁誉、得失各有所
归，学生要懂得独立分辨是非，至于
得失、毁誉皆可置之度外；下联是说：
君亲恩、民物命、圣贤道这三者才是
学生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上联讲忧
乐，下联讲责任。面对是非、毁誉、得
失，要能够审慎权衡，有些东西要能
轻轻放下；面对酬恩、立命、传道，要
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有些东西要
能勇敢担当。

校长们如此，那些后来功成名就
的学生，也强调培养经世学风、去除
学习的功利性， 分清读书与科举。如
得益于科举的曾国藩多次对弟弟们
说，“科举，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
发愤读书为主”。 他把读书的目的分
为一是进德，一是修业，科举只是尽
孝的工具。左宗棠也说，“读书当为经
世之学，科考特进身之阶耳”。这样一
种读书价值观突破了读书与做官、发
财之间的等号。

分清考试与读书，对于现代人有
着重要的启示。流行的“读书无用论”
就是将读书与考试等同起来，如果把
读书看作是为了考试，那么一旦不用
考试了，所读之书自然就无用了。

基于此，湖南学子大都不把读书
看作是做官的门径。曾国藩有著名的
“四不”：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
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刘蓉年轻时
学识广博， 但他根本不去应考做官。
彭玉麟一介儒生， 却六次辞官不要。
青年毛泽东则指出，读书的目的是为
了修学储能， 进而去发现大本大源，
然后去寻找主义。这并非少数人的表
现，而是湖南社会的一种风气。这也
是为什么承平时代湖南人才相对沉
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他们看来，读
书旨在经邦济世，因而一旦国家出现
危机，他们就敢于挺身入局，将他们
的才学展露出来。所以，同样是读四
书五经、程朱理学，晚清那批湘军将
领却能将这些看似无用的学问发挥
出最大的功效。

正因为如此， 一旦他们进入官
场， 又能打破做官与发财之间的等
号。如曾国藩将“做官以不要钱为本”
列为八本之一；左宗棠给儿子孝威的
家书中写道：“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

无系恋慕爱之意， 亦不以仕宦望子
弟。惟常尽力，以上报国恩，下拯黎
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魏源、谭嗣
同、黄兴、蔡锷等人无不把做官看作
是报国的途径。这是一种深沉的家国
情怀， 是湖南好学风的基因孕育而
成。

好学风，培养的是人心，
传播的是风气，培育了湖南
读书人担当大任的精神和
忧患意识。

湖湘好学风还具体表现在湖南
学子突破读书与做官、发财之间的联
系后，建立起读书与社会、国家之间
的联系，有一股勇于担当的气质。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不仅自
己立下大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
从天乞活埋。而且告诫子侄，人要有
光风霁月之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唯志而已”“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以
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 ,踞豪杰
地；以之事亲,所养惟志。左宗棠教育
子侄“读书做人，先要立志”。强调“长
一岁须长一岁志气，刻刻念念以学好
为事，或免为下流之归”。他要孩子们
向圣贤看齐，想一想古来圣贤豪杰在
我这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
是何才干？ 我现在哪一件可以与他
比？想父母送我读书、延师训课，是何
志愿？是何意思？我哪一件可以对得
起父母？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夸赞
者是何好样？斥骂者是何坏样？好样
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
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
好。自己坏样一概猛省猛改，断不许
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湘军儒
将罗泽南说：“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
学不能拔俗而入圣； 不忧无术以资
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毛泽东读书
时即立下求真理之志：“十年未得真
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无得，即终身无
志。”

好学风的精髓就是要端正读书
价值观。不解决读书为什么，书读得
再多也无意义。正是读书立志，孕育
了湖南学子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曾
国藩说：“天下事， 在局外呐喊议论，
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
方有成事之可冀。” 以他为代表的湘
军将领既无守土之职， 也无抚民之
任，但他们勇敢地投身于卫道保民的
时局；更重要的是他们既无兵、无饷、
无权，又没有半点经验，属于典型的

“专业不对口”， 但是他们没有等待，
而是“以实心行实学”， 付诸实际行

动。此后在辛亥革命中，黄兴、蔡锷等
人同样如此；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更是如
此。 促使他们走出救国救民之路的，
不是高官厚禄，而是一种深沉的忧患
意识和家国情怀。

好学风，培养了湖南人
的文化自信和自觉的文化
传承意识。

湖湘好学风的另一个表现，就是
历史上湖南人对自己的同乡前辈先
贤都表达了高度的尊崇和自觉的文
化传承。如宋朝的周敦颐、明清之际
王夫之、晚清的曾国藩、现代的毛泽
东等，都成为后世湖南人的偶像。

作为影响千年之久的程朱理学
“开山鼻祖”周敦颐，首先成为历代湖
南读书人的精神偶像。

宋代湖湘学派的奠基者和开创
者胡安国、胡宏父子二人，成为周敦
颐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诠释者，也是
周子理学坚定的信奉者。父子二人虽
祖籍不是湖南， 但长期生活在湖南，
特别是胡宏，几乎将自己看作是湖南
人，他还直指周敦颐“功盖在孔孟之
间”。清代嘉庆年间，时任岳麓书院
山长的袁名曜，在岳麓创建濂溪祠，
特祀周敦颐 ， 其出发点和理由便
是———(岳麓) 书院为湖南学者萃聚
之地，濂溪周子为湖南人，尤当建专
祠，于从祀外加特祀，以彰俎豆先贤
之谊。此后历任山长都重视周敦颐，
建祠立像， 成为标配， 要求湖南人

“读周子书，继周子业”，传播其学术
思想。

晚清出现的一副著名对联更是
道出了湖南学者对前辈先贤的敬仰
和文化自信：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看看， 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本

来湘江不过是长江的一条支流，但在
作者看来， 长江千里反成其余波。这
话颇有几分道理，因为在晚清，千里
长江的肃清，是湘军的功劳，而湘军
将领大多是湖南读书人。 没有这些

人， 读书人哪有安静的环境读书？其
作者王闿运，被称为一代狂人、无双
国士，对周敦颐非常服膺。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是继周
敦颐之后湖南读书人的另一个精神
偶像。王夫之在清初举起过反清的大
旗，失败后四处流亡，他的学术思想
非常渊深， 但在清朝的境遇很尴尬。
到了晚清，学者邓显鹤即开始点校王
夫之作品；咸丰年间，曾国藩等人还
上书朝廷， 为他配享孔庙而努力。同
治年间，曾国藩组织人手，搜集整理
编纂《船山遗书》。湘军水师大将彭玉
麟在衡阳捐资修建船山书院；郭嵩焘
在长沙为他建祠， 公开祭祀王夫之，
彭玉麟死后，他又负责起船山书院的
管理， 并邀请王闿运去主持讲学。而
王氏竟然忠诚地主持书院20多年之
久。 继之者无不以王夫之的学术、人
品为楷模，纷纷推究仿效。

这些湖南人， 都是想通过弘扬
船山精神，重振湖南人的文化自信，
提高湖南文化的地位， 唤起湖南人
的觉醒。

“天下治乱系学风”“学风正，君
子兴，则天下安；学风不正，妖孽横
行，则天下危。”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
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
末之所以“亡国亡天下”，皇帝落得个
自缢景山结局，士人“以明心见性之
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是重要原
因。他从三个方面对明末空疏学风进
行了具体的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
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
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 而曰一
贯，曰无言。”不习、不考、不综，这样
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
对读书人自己也不利。这从一个反面
证明了湖湘好学风的价值所在。湖湘
好学风归结一个字，就是“实”，扩而
言之就是“实事求是”。湖湘好学风，
孕育了湖南人的家国情怀。它既是湖
湘文化的历史传统，也是现代湖南人
传承家国情怀的现实途径。这一宝贵
传统不能丢，现代湖南人应当向我们
的前辈湘人看齐。

（作者系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

湖湘好学风：
换一种方式孕育家国情怀

5月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6.8%
国企增加值增速由负转正，上升至近3年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