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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王晋 陈沐）记者今天从醴陵窑管
理所获悉， 该所考古工作者近日在醴陵
窑遗址区内发现一处古窑址堆积。 通过
现场采集瓷器标本分析， 初步确定为五
代时期窑址。 这是醴陵窑乃至株洲地区
首次发现五代时期窑址， 将醴陵窑制瓷
的历史从宋元时期向前推进了200多年。

据醴陵窑管理所所长刘峰介绍，该窑
址依地名被命名为毛家岭窑址，为龙窑，依
山势而建， 窑头和窑尾均已被破坏， 残长
7.2米。窑壁残断不全，窑内垮塌，有大量的
红烧土块。窑床烧结面保存完好，下部有大
量破碎的匣钵、垫饼、垫圈、瓷片等。

通过调查窑址东侧的烧窑废弃堆
积， 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圆筒形匣

钵。刘峰据此推测，该窑址当时采取的是
将碗盘层层叠起放入匣钵内， 再将匣钵
在窑内叠放烧制的方法。 碗盘之间用带
支钉的垫圈间隔， 匣钵与匣钵之间则用
垫饼间隔。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 瓷片大大少于
窑具， 表明该窑址烧造瓷器的成品率高。
烧制的器具以碗为主，还有执壶、罐、钵、
盏、缸、坛、杯、网坠等。它们多施青釉、青
黄釉，具有五代时期青瓷器的特征。

刘峰表示，唐代至五代时期是陶瓷史
上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为宋代陶瓷业的繁
荣奠定了基础。此次毛家岭窑址的发现，为
研究醴陵陶瓷文化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
料， 也使得醴陵窑成为湖南唯一一处从五
代时期延续至今的制瓷基地。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肖燕

“快看看是谁来了？”7月2日，韶山市杨林
乡云源村村民严胜君刚满1周岁的孩子，在看
到该乡党委副书记牛峰来到家中时， 踉踉跄
跄地向他的怀中奔去。两人嬉戏欢闹，看似父
子，实则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牛书记是我和宝宝的救命恩人。”严胜
君说，要不是去年牛峰将母子两人安全转移，
母子俩可能早已命丧洪流之中。

去年7月1日，韶山普降暴雨，多地遭受洪
灾。一大早，时任杨林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的牛峰就开着自己的私家车， 带领村干部到
云源村的几座水库进行巡查。8时50分， 牛峰
的手机响起一串电话铃音。

“是牛主席吗？村上罗仙寨山出现异常，
有好几股水流从山上泄下来， 山下的民房已
经进水了。只怕有险情发生！”云源村湘峰组
村民肖和平气喘吁吁地说。

“快走，我们去罗仙寨山！”随即，牛峰与
村干部们迅速上车疾驰而去。

离罗仙寨山还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时，
车辆被塌方砸下来的石块拦住了去路。 透过
模糊的车窗，牛峰发现罗仙寨山顶冒着青烟。

“不好，可能会发生泥石流！”随行的村干
部惊呼。

“留下两人疏通道路，其他同志马上跑步
进村！”牛峰迅速而果断地进行现场安排。

当牛峰一行人急行军前进时， 水流越来
越深，越来越急。牛峰回忆说，水流浑浊不堪，
最深的地方到了大腿处。

赶到山脚下，牛峰发现，村民们竟然无动

于衷，有的甚至还在屋内做早饭。
“快走，要不然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牛峰

与村干部们挨家挨户要求村民们转移。
来到严胜君的家中， 洪水已经没过了小

腿，只有15天大的孩子正在母亲的怀中啼哭。
“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牛峰搀扶着严

胜君在洪水中慢慢挪步。刚走出没多远，只听
一连串轰隆隆巨响，泥沙俱下，严胜君的房子
瞬间被泥石流击穿了一个大洞。看到此景，严
胜君在原地惊呆了，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别看了，政府会帮助你们修房子的。”说
着，牛峰拉着严胜君朝着停车的方向走去。

将母子俩送上车后， 牛峰打算将她们送
往该村党支部书记的家中安顿。 可是当车开
到一半时，汹涌的洪水将牛峰的车团团围住，
车子熄了火。

“没办法，只有弃车了。”牛峰说，当时曾
想着再次发动车，可是水涨得太快，泥水从车
门的缝隙中渗进车厢。如果再耽搁，可能人和

车都会被洪流给卷走。
牛峰费力地将车门打开， 接过严胜君和

孩子，趟过深水区，终于到达了安全地带。当
牛峰想要回去“抢救”自己的车时，车身早已
深陷洪流中。

安置完山脚下的村民， 牛峰又带领村干
部向云源村其他地方继续排查险情， 并在有
可能发生泥石流的路段设置紧急路障、 警示
标识。据了解，云源村当天发生的泥石流，共
造成10栋民居受损，但无一人因灾伤亡。

点评：
“烈火见真金，危难显英雄。”“80后”乡镇

干部牛峰在洪灾来临时，不顾个人安危，扑向
灾情最危险的地方。在被洪水包围时，他果断
舍弃了自己的私家车， 将严胜君母子送至安
全地带。他是洪灾中的“最美逆行者”，用自己
的行动把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刻写在了自己的
心中。

醴陵窑首次发现五代时期窑址
将醴陵窑制瓷历史向前推进200多年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银华 李艳

在郴州嘉禾， 县水务局借调干部雷日贵
串联同事和村干部两次虚报“五小”水利工程
项目， 套取国家专项资金9.5万元的案件已过
去半年。近日，记者走进嘉禾，仍能感受到当
地痛定思痛的决然与砥砺前行的信心。

“搭伙合作”伪造项目
雷日贵是嘉禾县油榨滩水轮泵管理站原

副站长，2011年至2016年期间，两次被借调至
县水务局办公室和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
作。期间，他负责“五小”水利工程项目的录
入、校对、核稿工作。

“五小”水利工程，是小水窖、小水池、小
泵站、小塘坝、小水渠的总称。自2014年起，嘉
禾县每年下拨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 这让家庭条件较为拮据的
雷日贵做起了“发财梦”。

“他觉得，只要找人一起伪造项目，打通
环节之后，就能套到钱。”办案人员李耀东介
绍，为寻求“合作伙伴”，雷日贵把目光瞄向县
水务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兼水利
建设管理站站长曹宇曦。

曹宇曦负责本股室全盘工作， 但凡在他
这里通过的“五小”水利工程项目，审批下来
十拿九稳。趁没人，雷日贵把想法和盘托出，
曹宇曦予以默认。

按照流程，“五小” 水利工程项目需村级
主动申请，再由管辖乡镇的水管站审核上报。
雷日贵又找到袁家镇水管站站长曾令军，两

人一拍即合。 曾令军则找到时任袁家镇上洞
村支部书记唐开建。

当年，上洞村顺利申报两个“五小”水利
工程项目，第二年通过验收，获取3.6万元项目
扶持资金。支付完工程款后，仍剩余1.5万元。
唐开建自留3000元，其余全交给曾令军。曾令
军给了雷日贵6000元“好处费”，雷日贵又分
一半给了曹宇曦。一条利益链就此形成。

得寸进尺再次“行动”
不久， 时任袁家镇行村村文书肖华兵主

动找到了雷日贵。
按照规定，“一个行政村原则上一年只能

申报一个项目”。雷日贵又打起“小九九”：“按
自然村名义申报可掩人耳目， 来年验收也很
难辨别真伪。”

在征得曹宇曦默认后， 他授意肖华兵等
村干部以自然村山塘清淤工程的名义进行申
报。

2014年，肖华兵与村支书肖志辉、村主任
毛高兵共同商议， 将包括行村背干塘清淤在
内的三个虚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上
报至县水务局。随后，曹宇曦未按要求进行核
减，三个项目顺利通过审批。

2015年，雷日贵参与项目工程验收，大肆
“放水”。 袁家镇纪委书记王当雄介绍：“有人
发现行村下巾斗自然村门角塘没有按项目要
求进行清淤， 仅仅是对连接山塘的渠道稍微
做了些清理， 但在雷日贵的忽悠下蒙混过
关。”

就这样，三个虚假项目套出8万元的国家
专项奖补资金。按照起初的“口头约定”，雷日

贵、曾令军、曹宇曦每人各分得1万元“好处
费”。

事情败露终食恶果
2017年3月2日， 袁家镇接到郴州市长热

线电话交办件， 反映肖志辉等人套取山塘清
淤资金问题。镇纪委立即开展调查，发现雷日
贵的相关违纪线索，遂牵扯出曹宇曦、曾令军
等水务干部利用职务之便， 与村干部合谋虚
报水利项目、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违纪事实。

最终， 雷日贵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和降级
处分，曹宇曦和曾令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
政撤职处分，3人所得违纪款均被收缴， 多名
涉案村干部也已另案处理。针对“五小”水利

“多批少建”现象，嘉禾县委还对县水务局开
展了巡察，通过严肃整改、举一反三，杜绝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

“农村基层干部党员纪律意识淡薄、对党
纪缺乏敬畏，也是促成此案的关键所在。今年
开始， 全县将持续开展村级组织事务管理专
项监督检查三年行
动，目的就是要提升
村级组织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将群众
深恶痛绝、 反映强
烈，藏身于群众身边
的‘蝇贪’‘蚁贪’揪
出来，打通全面从严
治 党 ‘最 后 一 公
里 ’。” 嘉禾县委常
委、 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张久辉说。

牛峰：洪灾中的“逆行”干部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捉拿“水蛀虫”
———水务干部与村干部合谋套取专项资金被查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牛峰（左）
通讯员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5日

第 201817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717 1040 1785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22 173 401706

7 4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7月5日 第201807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098709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0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421960
3 19442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36
71795

1264980
8850455

49
2434
43932
320764

3000
200
10
5

1005 15 20 2409

马如兰 徐亚平

月华如水，细雨纷纷，光如烟霞。汨罗
市屈子书院沅湘堂前传来阵阵楚乐与吟
诵， 让7月5日这个夜晚变得诗意盎然。
“更有清流是汨罗”诗歌吟诵晚会上，众多
国内顶尖朗诵艺术家联袂献礼，以诗歌之
名，抒发故楚情，吟咏怀屈子。

晚会由省作协，《十月》杂志社，汨罗
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表演颂、湘剧、讲
述、 群颂等形式的13个节目轮番上演，
“千秋辞赋”“诗韵汨罗”与“弦歌不辍”三
大篇章贯穿晚会始终。

“乘赤豹兮从文狸， 辛夷车兮结桂
旗。” 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王永光把《山
鬼》《国殇》中的动人传说以演唱结合舞蹈
的形式搬上舞台，饱含着
来自青铜时代的幽广情
思。6名身着楚国战甲的
舞者朝东叩拜，复又举旗
昂首站立，仿佛让人置身
于千百年前楚国将士奋
死抗敌的壮烈沙场。

“悠悠西去依然是汨
罗。所有的河水，滔滔，都
向东，你的清波却反向而
行……”湖南省话剧院国
家一级演员郭晖带来的
独诵———余光中的《汨罗
江神》， 唤醒了多少中华
儿女对先祖诗作的仰望。
屈原形象的舞者一袭白
袍，形容枯槁，仿若羽化
乘风而去，“回一回头吧，
挥一挥手，在浪间等一等
我们。”

省话剧院带来的群
诵《谁也不能高过你的头
颅》， 为观众展示了一个
万里御风、注目雷霆的屈

原。朗诵者高呼“不会再有别人———不会！
能像真正的纯粹的诗人一样， 像一个勇
士， 独自佩戴着蕙草去完成一个人与众
神的合唱。” 屈原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他写
下的伟大作品和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
他的人格和精神更是在浩荡的历史轨道
中内化成每个中国人理想人格。 这种铁
骨铮铮、幽愤不羁，对国家至死忠诚的爱
国主义情怀，没有随着时间湮灭，反而“像
巨石一样沉、像江水一样深”，历久弥新。

秦时明月不复见， 楚汉离骚犹在耳。
莹润皎洁的月光下，曲拱承斗、重檐飞脊、
古风如画的书院里， 浓浓氤氲的诗情中，
多少人借着这晚诗歌的温度， 在汨罗这
片故楚热土，汨罗江这条诗歌源头，与两
千多年前行吟泽畔的屈大夫遥遥对话？

更有清流是汨罗
———屈子文化园诗歌吟诵晚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