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邓永松）“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5月10日至12日， 第六届乡村好校长论坛在
沅陵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乡村校
长和专家学者，一起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这次论坛由省教育基金会、 湖南弘慧教
育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主题为“乡村学校的
功守道”， 邀请乡村校长和国内外专家学者，

通过现场主题演讲、分享案例、圆桌讨论、教
育群谈、嘉宾点评等，从“功”“守”两个维度，
探讨乡村教育发展。专家和校长们认为，振兴
乡村必须振兴乡村教育， 当前乡村教育的核
心问题是观念落后， 教育扶贫和教育均衡发
展要找到乡村教育的灵魂和根， 做成适合乡
村和乡村孩子的教育。

这次论坛上，启动了寻找乡村好校长计划

公益项目。 决定每年在湖南51个贫困县（市、
区）和安乡、蓝山、桃源3县，评选10名“乡村好
校长”， 带动更多乡村校长积极探索适合乡村
特色的多元教育模式，振兴乡村教育。

沅陵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湖南
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10周年，10年来，
该基金会累计在沅陵投入善款2500多万元，
改变了大批乡村贫困孩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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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熊远帆）去
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了题
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
提到千年沉船“黑石号” 见证了古丝绸之
路。时隔一年，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盛景
的“黑石号”重现长沙。今天，长沙铜官窑博
物馆正式开馆，一艘还原的“黑石号”，以及
从“黑石号”打捞者手上征集回国的162件
（套）唐代瓷器和千件长沙窑精品文物共同
亮相。

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建于长沙铜官窑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西北角，建筑面积11436.5平方
米，布展面积6272平方米。展览以“诗意的彩
瓷”为主题，共有序厅、千年的积淀、瓦渣坪往
事、土火之艺、教育互动区、彩韵唐风、世界的

长沙窑等7个展厅， 展现1200多年前唐代铜
官窑陶瓷文化发展史。

全馆共展出文物1000余件， 器类多样，
主要包括壶、罐、洗、盂、碗、碟、杯、盒以及枕、
烛台、动物雕塑等；釉色丰富，有青釉、黑釉、
绿釉、白釉以及窑变釉等；色彩鲜艳,有褐彩、
绿彩、蓝彩和铜红彩等；装饰工艺繁多，有绘
画、诗文、题记、警句、广告语、印花、模印贴
花、雕塑等。

馆内还设有“黑石号”文物专题展览，展
示部分“黑石号”出水瓷器，并采用1：1的比例
还原“黑石号”沉船，再现长沙铜官窑瓷器穿
越惊涛骇浪外销远航的历史情景。 场馆陈列
以考古资料为核心，运用先进的博物馆展示
手段，将文物、文献、沙盘模型、场景复
原、 多媒体演示、 文字图表等完美结

合， 带领观众感受长沙铜官窑灿烂瑰丽的不
朽传奇。

“黑石号”于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附
近的爪哇海域被发现， 共发现67000多件古
代器物， 其中来自铜官窑的瓷器多达57500
余件。去年9月，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与德
国收藏家签订文物征集协议。11月10日，征
集的162件（套）“黑石号”沉船文物抵达长沙。
专家鉴定，这批“黑石号”出水陶瓷来源可靠，
涵盖了晚唐湖南长沙窑、 浙江越窑、 河北邢
窑、河南巩县窑、广东窑等产品。

通讯员 刘燕 于意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5月9日，天边泛起鱼肚白，桃源县西安镇
磨子坪村云雾缭绕。想到即将见到城里的“妹
妹”，54岁的村民谌美华心情激动， 她反复清
点行李后，跨上摩托车，赶往桃源县城。

“姐，一路辛苦啦！等我安排一下手头的
事，就带你去医院找专家复查。”上午9时，桃
源县地税局财务科副科长王霞从窗口望见
谌美华后，急匆匆下楼。

“不急哩，妹子，看姐给你带了啥？”还没
坐下，谌美华打开行囊，拿出一包连夜赶制的
手工茶，“农村人说， 吃了谷雨茶， 饿死医生
爸。你吃了一定会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王霞点点头， 说：“你也是我的家人，我
喝了这茶，你也会幸福啊。”

这感人一幕， 王霞的同事们看在眼里，
打心底里祝福这对在精准扶贫路上结缘的
“半路姐妹”。

谌美华自幼右手烧伤， 内火入眼导致视力
受损。10年前，其父亲、儿子相继去世，在外打工
的丈夫又伤了腰，厄运如同阴霾挥之不去。2016

年，帮联干部王霞到来，让她见到了阳光。
了解谌美华的住房情况后， 王霞马上咨

询危房改造政策，联系村里申请帮扶。每次上
门，她都会给姐姐捎上礼物，从食用油、衣物
到小孩学习用具，无微不至。平日里，姐妹俩
还通过微信，分享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趣事等。

对于村里因病致贫的农户，桃源县地税
局每户给予3000元到1万元不等的医疗费
用补贴，并购买鸡苗、猪崽、种羊，帮他们发
展生产。这两年，王霞到处打听，带着姐姐求
医。这不，县里来了北京的眼科专家，她赶紧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

如今，磨子坪村已大变样，辽叶溪公路桥建
成了，通组公路得到硬化，山里的木材等产品容
易运出了；正在筹资修建的太阳能发电站，并网
发电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可观收入……

谌美华深知，家乡的变化多亏了王霞这样
真心付出的兄弟姐妹， 总觉得欠他们太多，她
借着进城就诊的机会，和家人一起挑选、烘焙，
精心制成了一包饱含真情的手工茶。

谈笑间，一壶谷雨茶泡好了，散发出幽
幽清香。

一别千年，“黑石号”重回长沙
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开馆,部分沉船文物亮相

精准扶贫在三湘
一包手工茶 贴心姐妹情

� � � �▲5月14日，等比例还原的“黑石号”沉船在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展出。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第六届乡村好校长论坛在沅陵举行

�荨荨（紧接1版①）常德市海绵办副主任陈红文
介绍说， 新河水系是一条南北走向穿过城区
的干渠，经沾天湖、柳叶湖，最后汇入沅江。多
年来，丢弃的各种垃圾、黑臭水体等导致新河
水质越来越差，严重影响了环境。为确保城区
再无污水排入沅江，流入洞庭湖，去年，常德
市积极开展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 按照海绵
城市建设要求， 邀请打造穿紫河的原班人马
对新河水系治理进行了整体规划。

“要把制定长远规划和现实治理结合起
来，高标准、高起点编制规划，高力度、高水
平推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决不引进
污染项目，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去年，新
河水系治理正式启动时，常德市主要领导现
场督导时提出了严格要求。

与穿紫河差不多等长的新河水系总长
17公里。根据设计，改造工程遵循以人为本，

以自然为发展动力的理念，设计了具有吸引
力的运动公园与驳岸生活休闲公园， 以生
态、宜居为核心思想，保证核心生活区的休
闲功能，并创造具有特色的滨水空间。

已初步建成的新河南一期已体现了这
一点。 改造过程中， 不惜将河堤全线挖低3
米， 此前10米左右水面拓宽至现在的80米
至150米，河道两侧种植树草与河面无缝对
接，大大地增加了景观带的天际线。

建设方常德市西城新区投资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涂义文介绍，整个新河水系改造
力争2020年完工，预计总投资约30亿元。改造
完成后，新河水系蓄水能力由原来的63万立方
米提高到115万立方米，将大大增强水系生态
功能以及自我净化能力，改善沿岸居民居住环
境及生活品质。“相信这又将是一条市民喜闻
乐见的‘穿紫河’。”涂义文信心满满地说。

�荨荨（紧接1版②）洞庭湖湿地是中国最大的
一块淡水湿地，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是整个
洞庭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东洞庭
湖、西洞庭湖、横岭湖的重要水域。然而，保
护区管理制度建设滞后，为解决保护区管理
日益突出的问题，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任务， 保护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

区，益阳市委、市政府组织了这个《办法》起
草，以完善保护区管理制度。

《办法》共6章，包括总则、规划建设、保护管
理、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办法》中规定的
联合执法体制、执法内容、执法部门分工以及法
律责任，均来自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办法》
出台将为依法管理保护区提供了制度保障。

▲

从“黑石号”打捞者手上征集回国的部分文物。 本组照片均由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