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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易露 李磊

� � � � 名片
� � � � 王朝旭，1990年出生，曾留学挪威，
现任岳州宋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经理 。王朝旭潜心复兴岳州窑 ，曾获评
岳阳楼区“双十佳创业青年”；其团队的
作品柴烧荷叶口净瓶夺得2016年上海
国际陶瓷艺术博览会金奖。

� � � � 故事
� � � �当“海龟派”遇上岳州窑，会产生怎
样的奇妙反应？在王朝旭身上，可以找
到精彩的答案。

夏日炎炎，太阳热辣，亦如王朝旭
的热情。见到记者，王朝旭化身“导游”，
述说着岳州窑的前世今生。前不久的第
十四届深圳文博会上，他携作品代表岳
阳在湖南综合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块
亮相，让湖南馆人气飙升。

记忆中， 王朝旭爷爷曾建过窑、烧
过瓦，他从小就心仪陶瓷。2013年，王朝
旭虽身在国外，心早就“飞”回了故乡，
开始策划复兴岳州窑。2015年， 他在父
亲的支持下，参与创办了岳州宋瓷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一年后放弃北欧优渥待
遇回国创业。湖南理工学院副校长钟华
一直有复兴岳州窑的夙愿，双方一拍即
合，成立了岳州窑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专注岳州窑的复兴。

一次，王朝旭听说，岳阳周边有适
宜烧制岳州窑的高岭土。他召集团队展
开地毯式搜索。踏破铁鞋无觅处，终于
找到了上等的高岭土。

王朝旭请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

遊宇指导，选择从美学上和工艺上都能
体现岳州窑最高水准的大尺寸陶瓷进
行攻坚。而大尺寸陶瓷，意味着极难烧
制复原。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足以让之
前的努力功亏一篑。王朝旭从淘泥摞泥
到拉坯上釉，再到烧窑成瓷，每个环节
都寸步不离， 且一烧就是一百多窑，恢
复了岳州窑的釉色和开片以及泥料中
的成分配比技艺。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朝旭带领团队
用了1年多时间， 复原了岳州窑传统烧
造和制作工艺，让千年沉睡洞庭的柴烧
荷叶口净瓶涅槃重生。 高逾1米的柴烧
荷叶口净瓶尺寸大，瓶口采用岳州窑常
见的荷叶元素造型，瓶身融入双侧耳加
岳州窑传统的四系耳装饰。 该作品在
2016年上海（国际）陶瓷艺术博览会惊
艳亮相， 在百余件参展作品中脱颖而
出，斩获金奖。

目前， 王朝旭带领团队已复原了
汉、晋、唐等朝代岳州窑的技艺，整理出
版了一部20万字的《漫话岳州窑》书籍。
作品也相继亮相米兰世博会、第十八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博览会并获奖。
著名陶瓷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
曾嘉许， 在历史上辉煌过的名窑口，无
人问津那么久，竟然真有人把它恢复到
它该有的样子，岳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将增添一张新名片。

王朝旭：“海龟派”复兴岳州窑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陈泉

6月，长沙县金井镇茶园里，片片新绿挺立
枝头，忙碌的茶农们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

这样的笑容，得益于今年3月至5月，长沙
市委交叉巡察第六组对该镇开展的巡察。 通过
剑指群众身边的“蝇贪”，狠刹歪风邪气，收缴违
规资金35.27万元， 退回群众礼金4.81万元，赢
得群众点赞。

今年来，长沙市探索在全市9个区县（市）开
展提级交叉巡察，共发现问题296个，移交问题
线索57件，涉及有关党员干部60人。目前，各地
纪委监委已立案15人。

民情“直通车”开到田间地头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多次指出，

要创新巡察方式，最大程度减少基层“关系网”
和“说情风”对巡察工作的干扰，有效解决基层
巡察“巡不深、察不透”等问题，实现市县两级党
委巡察工作的全面深化、统筹推进。

来自开福区的张澜，是此次市委联动交叉
巡察第六组组长。3月15日，他带领巡察组的同
志一道进驻长沙县金井镇。

第六巡察组由7名工作人员组成， 组员都
来自于长沙县以外的其他区县（市），具有丰富
的纪检监察、财务审计等工作经验，长沙市委巡
察办还建立专人联系制度，对每个巡察组工作
跟踪督促指导。

张澜介绍，以往巡察，如果是在自己的区
县，难免会碍于情面，顾虑多多，压力较大，施展
不开拳脚。但由市委直接授权，进行异地交叉巡
察，少了很多“说情”电话，少了很多熟人“探
班”，更能“放开手脚”。

进驻后，交叉巡察组将民情“直通车”开到房
前屋后、田间地头，实地走访群众67人，发放和收
回民主测评表98份，并设置巡察接访室、信访举
报箱，公布24小时举报电话。期间，接待来访36批
65人次，受理群众来信来电26件次。

靶向巡察剑指“微腐败”
基层“微腐败”，群众反映强烈。
在金井镇，第六巡察组紧盯扶贫领域截留

挪用、优亲厚友、虚报冒领涉农资金等侵害群众
利益的问题开展靶向巡察，对该镇13项各级扶
贫资金的来源、用途、去向进行分类分项摸底。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巡察组发现双江社
区干部套取扶贫资金用于社区日常开支，责令
金井镇纪委对涉嫌违纪的5名社区干部立案调
查，收缴套取的13万元扶贫资金。目前，该县纪
委已启动“一案双查”，对县扶贫相关责任人立
案调查。

此外，还发现该镇机关干部王某涉嫌依托
妻子郑某创办的公司，骗取国家财政补贴资金
共计12万元。巡察组随即将该问题线索移交县
纪委监委，目前，王某已被立案调查。

“在走访调查中，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找关系

打招呼说情的情况。” 该巡察组副组长钟琼乳坦
言。

净化一方政治生态
“不好意思啊，我不应该违规办酒席，你送

的这些钱退给你。”4月中旬， 观佳村支部书记
颜某把自己违规办酒席收取的礼金，逐笔退还
给相关人员。

巡察期间，有群众反映颜某涉嫌违规办酒
席。第六巡察组核实颜某借妻子开设足浴店之
机大办宴席16桌、收受139人共4.81万元礼金的
情况后，责令镇纪委立案调查，要求在一周内退
回全部礼金。

期间，对巡察发现党的作风建设、党的组织
建设等方面的37个问题，责令立行立改。金井
镇逐条认领、逐项落实，并自查自纠，修订完善
了政府采购、工程实施、财务管理等10余项工
作制度。

金井镇党委书记石争表示：“这是一次全面
体检，也是内心深处的一次洗礼。”该镇金龙村
党员老张深有感触：“现在，党员干部的服务意
识更强了，作风更好了。”

“按照回避原则开展提级交叉巡察，强化了
巡察权威，提高了监督实效，充分彰显了巡察监
督的利剑作用。”长沙市委巡察办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各巡察组坚持政治巡察定位，通过净化
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使当地风气
焕然一新。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通讯员 张友
亮 记者 肖洋桂）近日，石门县磨市镇
鲍家渡村，青山葱茏，溪水潺潺，小鸡欢
唱。200万羽“石门土鸡”精准扶贫养殖
基地正式投产，为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再添动力。据悉，这也是湖南省目
前规模较大的精准扶贫家禽养殖基地。

石门多山地，土鸡美名扬，“石门土
鸡”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鲍家渡
养殖基地投资2000万元， 占地约100

亩，拥有养殖鸡舍16栋，计划年出栏优
质商品鸡200万羽，实现销售收入4000
万元，利润500万元，可使附近29个村
773户贫困户直接受益， 保障村集体及
贫困户获得长久稳定收益。项目由石门
县委、县政府主导，整合贫困村(户)扶贫
资金，实行政企联动，共建共享，采取
“公司+贫困村标准化养殖基地” 模式，
由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实
施。

� � � �今年来，省会长沙探索开展提级交叉巡察，移交问题线索57件，已立案
15人———

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

精准扶贫在三湘
“石门土鸡”助民致富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余洋） 记者近日从湖南省公安边防总队获
悉，为贯彻国家移民管理局“6月18日起，中国
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 的要求，
该总队多措并举，确保落实到位。

为解决口岸高峰期中国公民排队长问题，
该总队所属各边检站在边检现场设置中国公
民专用通道，进一步便利中国公民出入境；优化

现场勤务组织，组织跨站警力支援，提高查验管
理能力水平；设置候检提示警示线等，加强现场
科学合理调度；推进边检自助通关，提高自助通
关人员比例，大力提升科技信息化运用水平（目
前，全省边检站已建成自助通道17条，自助查
验通关人员比例接近50%）；设置24小时投诉监
督电话，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2017年，湖南边检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超

过250万人次，较2012年增长203%，其中，中国
公民出入境近200万人次， 占总数的78.9%。在
出入境人数持续增加的同时， 旅客对通关效率
要求越来越高，迫切希望少排队、排队时间短。

湖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将
继续优化边检勤务组织模式， 加大边检科技创
新力度，加强客流预测和预警疏导，不断提高中
外出入境人员的通关效率， 满足出入境旅客对

边检通关的新要求、新
期待。

湖南多措并举

确保通关排队时间不超过30分钟

小小粽子
传递爱心

6月 18日下 午 ，
市民在体验包粽子。
当天是端午节， 2018
第二届长沙步行街市
民文化节“我们的节
日·端午” 活动在黄兴
广场举行， 近300名
市民体验手工包粽子，
并积极参与爱心募捐
活动， 帮助凤凰县腊
尔山区的贫困孩子和
捐建小桔灯书屋。

湖南日报记者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邱梁）岳阳某公司退休
职工兰某某，以反腐为名，多次非法上
访，还向政府接访劝访工作人员索要财
物。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
事罪判处被告人兰某某有期徒刑3年6
个月。兰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岳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原判。今天，岳阳
市信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兰某某已被
送往湖南省女子监狱服刑。

2004年以来，兰某某以反腐名义反
复到北京闹访缠访，用逢会必闹的方式
制造负面影响，被公安机关多次教育训
诫后仍未悔改， 后因拦截公务车辆、扰
乱公共场所秩序等，被岳阳楼区公安分
局行政拘留15天。2012年3月23日，湖

南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依法依规认定
兰某某反映信访问题不属实且已实现
办理、复查、复核三级终结，但她仍不悔
改，依然闹访，既不能提供具体事实，又
不能提供可供调查的线索或证据。据公
安机关证实，10多年来，她先后到北京、
上海、杭州、海南等地缠访、闹访数十
次，行程数万公里，其行为严重违反了
《信访条例》有关规定，严重扰乱了社会
管理秩序和相关单位的日常工作秩序。

事实证明， 只要有人接访劝访，特
别是政府工作人员劝返时，她就提出经
济条件，有时甚至“狮子大开口”。据岳
阳楼区人民法院认定，2012年以来，她
以缠访、闹访的手段向政府和有关部门
及单位索取非法所得共计17万余元。

以涉访违法行为入罪

岳阳兰某某获刑3年6个月

王朝旭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