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郭雨滴）今天，在湘阴
县百梅窑和青竹寺窑考古发掘现场，出
土了一批碗、壶、釜、洗、盆、罐等青瓷
器。目前，青竹寺窑址已探明东汉龙窑4
座。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杨宁波说：
“这是迄今为止我省首次发现的东汉岳
州窑青瓷龙窑。这一重大发现，把岳州
窑龙窑的起源追溯到了东汉，填补了我
省东汉青瓷窑炉形态的空白。”

湘阴的岳州窑是唐代六大名窑之

一，享有史上“最早的青瓷、最早使用匣
钵装烧、最早的官窑、最早的釉下彩”的
美誉。独特的岳州窑烧制技艺传承了上
千年，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重大，目
前已入选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此外， 从1983年至
1988年间， 湘阴县共发现25处古窑址，
主要分布在洋沙湖、青竹寺、铁角嘴及
县城区域，民间因此有“湘阴有个万窑
窝，要过城门过窑坡”的说法。

今年10月起，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工作队进驻湘阴， 对百梅窑和青竹寺
窑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百梅窑和青竹
寺窑是湘阴岳州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窑都位于南洞庭湖湘江尾闾， 湖区
瓷土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捷，使得这
里成为烧瓷的理想场所。 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工作队介绍，1997年6月，在湘
阴马王墈发现了隋代岳州窑青瓷龙窑
遗址。 此次在青竹寺窑发掘的东汉岳
州窑青瓷龙窑， 建造时间比隋代岳州
窑青瓷龙窑还早了约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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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宁纪宣

“作为县红十字会的主要负责
人， 本应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
管好用好老百姓的救灾款救命钱。
但欧阳光却置法纪于脑后， 违规发
放补助、 贪污公款， 影响很坏， 必
须严肃查处！” 近日， 谈起宁远县红
十字会办公室原党支部书记、 秘书
长欧阳光的违纪行为， 宁远县委常
委、 县纪委书记陈海平态度坚决。

经查， 欧阳光在担任宁远县红
十字会办公室党支部书记、 秘书长
期间，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
规发放补助、 用公款送礼， 并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款。 今年7月17
日， 欧阳光被免去县红十字会办公
室秘书长职务， 10月30日受到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

权力“快感”
让他对纪律熟视无睹
2015年11月， 欧阳光调任宁远

县红十字会办公室秘书长， 2016年
10月当选为县红十字会办公室党支
部书记。 担任单位“一把手” 之后，
欧阳光把中央八项规定和纪律规矩
抛在一边， 多次违规领取发放补助。

2016年4月， 时任宁远县红十字

会副秘书长的何登利向欧阳光提出，
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规定， 单位专职
档案管理员可以按基本工资10%的
标准发放档案管理补助， 欧阳光表
示同意。

何登利当时负责宁远县红十字
会档案管理工作， 按规定单位只有
他一人能享受此项补助， 但为方便
今后报账， 何登利主动提出将欧阳
光纳入补助范围。 欧阳光认为自己
是单位“一把手”， 领取档案管理补
助理所当然， 就没有反对。

不久， 何登利以无偿献血宣传
资料费的名义虚开4000元发票， 欧
阳光大笔一挥“同意开支”， 2000元
随后进了自己的腰包。

2016年12月， 宁远县红十字会
在参与编撰 《宁远县卫生计生志》
期间， 欧阳光又与何登利商量， 以
防灾减灾印刷费的名义虚开8000元
发票套取资金 ， 用于发放修志补
助。 其中， 欧阳光领取了4000元补
助。

权力带来的“快感”， 让欧阳光
对纪律熟视无睹。 在欧阳光任职不
足两年的时间内， 宁远县红十字会
虚开发票套取财政专项资金10500元
用于发放加班补助及下乡补助， 其
中欧阳光个人实得5300元。

公私不分，化“公”为私
欧阳光认为，自己是县红十字会

里的“大当家”，大小事自己说了算，
为自己报一些私人支出的票据是理
所应当的。

2016年4月， 欧阳光交给何登利
一些私人开支的住宿费、 过路过桥
费、 油费等票据， 让何登利到单位
报账， 并虚构一些出差补助。 何登
利得到“一把手” 授意后， 虚列了
他与欧阳光前去省红十字会、 编委
出差的支出， 并分两次交给欧阳光
4068元， 欧阳光将这笔钱装进了自
己的口袋。

欧阳光费尽心机从县红十字会
套取资金， 连手机费都要在单位报
账。 2016年5月， 欧阳光以招商引资
工作手机费较高为由， 与何登利商
定每人报销1800元手机费， 并同意
在无偿献血会议经费中开支。 其后，
何登利如法炮制， 以印制宣传手册
的名义虚开了3600元发票在无偿献
血会议经费中报账， 并将1800元现
金作为手机费交给欧阳光。

身为“一把手”，欧阳光本该带头
守纪律讲规矩， 可他却公私不分，化

“公”为私，把圣洁的红十字会搞得乌
烟瘴气，单位干部职工怨气重重。

在破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时刻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辜负

了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欧阳光
在忏悔书中写到。

欧阳光曾在教师岗位上一干就
是13年，后通过遴选进入乡镇政府工
作，从驻村指导员干起，到担任乡镇
人大副主席、 政协联工委主任职务，
以努力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
2012年10月，他调任宁远县卫生局任
党组成员，分管纪检监察工作，直到
2015年11月调任宁远县红十字会办
公室秘书长。照常理，欧阳光分管纪
检监察工作三年多，理应对规矩多一
分把握、对纪律多一分敬畏，可他却
抵不住权力的诱惑，在破纪的泥潭中
越陷越深。

办案人员介绍，欧阳光对自己的
行为是否违纪十分清楚，但是他没有
抵御住诱惑，犯错之后不想着及时悬
崖勒马， 而是选择性地忽视错误，直
至组织介入审查才幡然悔悟。

“欧阳光案警示我们，要积极践
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抓早抓
小，真管真严，把功夫下在平时，对党
员干部存在的问题早发现、 早提醒、
早纠正、早查处，防止小问题酿成大
错误。”陈海平说。

�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天，如何推进盲人按摩
提质转型， 从而带动更多残疾人
朋友就业增收， 湖南省盲人按摩
学会就此举行学术交流。

近年来，为了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 国家对保健按摩行业人才
评价机制进行了改革， 取消了盲人
保健按摩师资格认定和开办盲人保
健按摩机构认定。更为可喜的是，今
年7月1日， 我国正式施行《中医药
法》中明确，盲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资格的，可
以以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
构内提供医疗按摩服务。 盲人医疗
按摩正式成为国家认可、 行业主管
部门支持的就业新途径， 为盲人按

摩事业开创了新的发展机遇。
按摩是适宜盲人从事的一项

职业，多年来，我省始终把盲人按
摩作为推动残疾人就业创业的重
要途径，目前，全省盲人从事按摩
行业的近万人， 也涌现了不少知
名医疗按摩机构。近年来，湖南省
盲人按摩学会围绕着提升盲人按
摩技术技能，组织开展多项活动，
为广大盲人按摩从业人员交流按
摩技术、 提高按摩水平提供了交
流的机会， 也促进了不少盲人按
摩技师提质转型为医疗按摩师。

在学术交流中， 来自全省14
个市州的34名盲人保健按摩师一
同竞技， 现场接受专家的点评和
指导。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陈华倩)今天，由湖南省美协、江苏省美协、天津
市美协、 中国书画报联合主办的“意象·丹青”
———中国画联展（一）在湖南图书馆开幕，来自
湖南、 江苏和天津的6位国画名家———柯桐枝、
旷小津、贺成、任愚颖、谢友苏、何东携48幅精品
力作参展。

6位国画名家展出的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
富，风格各有所长，表现出的“意象”魅力各有不
同。 或是故事小品，或是人物风景，或写实或写
意，或浓墨重彩或清新淡雅，展示了当代书画的
艺术魅力， 营造了浓郁的艺术氛围。 开幕仪式
上，来自江苏的画家贺成动情地说，是老一辈革
命家的恩情，是当代书画家艺术家的高水平，使
他对湖南这片热土有着特殊的感情， 他认为湖
南的文化底蕴深厚， 这里的艺术家有真诚的创
作之心和高水准的创作成果； 画家谢友苏此次
带来8幅作品参展， 均以动人的生活细节入画，
他介绍说，虽然画的就是寻常的生活，但是成画
难在抓住微小的瞬间，找到其中蕴涵的感情。他
想展示出有人情味的、温暖的一面，希望观众能
从中感受世间人情的温暖。

湖南省画院院长刘云表示， 加强跟其他省
份艺术家的联系， 是湖南美术界一直以来的愿
望。湖南与外省办联展，不仅可以向长沙观众展
示书画艺术之美， 更能借此机会推动三省市书
画家的交流学习，推动湖南美术发展。

据悉，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18日结束，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蒋睿)日前，经湘潭市委批准，湘潭
市纪委对湘乡市人大常委会原党
组副书记、原副主任王建湘严重违
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王建湘违反政治纪律，对
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收受红包礼
金；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进行函询
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不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人事录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 违反廉洁
纪律，接受他人出资出境旅游，利用
职权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 通过打
牌方式收受他人财物， 违规从事营
利性活动；违反群众纪律，在社会保
障事项中优亲厚友；违反工作纪律，
干预司法；违反生活纪律。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故意逾越职权，处理其无
权处理的事项， 致使国家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侵吞、骗取公
款公物。其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行为均涉嫌犯罪。

王建湘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
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沦丧，法纪
意识缺失，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
德败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对组
织不忠诚、不老实，且在党的十八
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湘潭市
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湘潭市
委批准， 决定给予王建湘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
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全省近万盲人从事按摩行业
盲人按摩提质转型成探讨热点

王建湘严重违纪被“双开”

从严治党在路上

抵不住的权力“诱惑”

“意象·丹青”中国画联展首场在长开幕

� � � � 12月14日上午，湖南图书馆，“意象·丹青”中国画联展（一）长沙站开展，展期5天。 长沙站为“意象·丹青”
中国画联展的首展，后期还将继续展出联展(二)、联展(三)系列。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我省首次发现东汉岳州窑青瓷龙窑

� � � � 据新华社台北 12月 14日电
（记者 赵丹平）“小时候，乡愁是一
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
那头……”一首《乡愁》，吟唱出多
少游子对故乡悠远的思念。 而今，
它已成为绝响。 2017年12月14日，
著名文学家、诗人、散文家余光中
因脑中风并发心肺衰竭， 在高雄
医院病逝。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

京，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随父母
迁居香港，次年赴台。 他从事文学
创作超过半个世纪， 作品驰誉海
内外，一曲《乡愁》在全球华人圈内
引发强烈共鸣。

余光中一生笔耕不辍， 著作
等身， 从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开
始，先后出版诗歌、散文、评论和翻
译著作50多部， 在海峡两岸和香
港出版的著作超过70种。

诗人余光中病逝台湾
“乡愁”成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