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陈勇）7月5
日，湖南升印轩米升博物馆和湖南华声掌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长沙签订“守护米升”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米升文化传播、公共服
务平台搭建和慈善公益等方面展开合作。

米升是农耕文明重要符号， 承载了中国
农业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风民俗、
日常生活、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的信息，长沙

县黄花镇人杨杰花25年时间， 从全国各地收
集上万个米升，建起湖南升印轩米升博物馆。
为了发挥好米升的独特文化资源优势， 华声
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以传播慈善公益为
己任的湖南华声掌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牵手
升印轩，利用湖南日报党媒集团优势，进行全
媒体推广、全产业合作，共同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助推文化产业振兴。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谭娟 陈鑫） 7月3日， 衡阳县
演陂镇古井村村民李启生在惠农服务
点购买肥料时， 通过微信扫码， 成功
实现线上支付。 便利的支付方式， 得
益于农行衡阳分行搭建的农村移动支
付平台。 今年上半年， 该行乡村线上
支付结算交易量达29.57亿元， 同比增
长28.57%。

以惠农服务点为中心， 搭建“惠
农通” 信息服务平台， 通过加载“扫
码支付” 功能， 逐步将惠农服务点，

由以往的消费、 转账服务向手机支付
和代收代付转变。 目前， 农行衡阳分
行已建成惠农服务点3770个， 实现了
辖内行政村全覆盖， 并率先在全市推
出乡村线上缴费项目， 方便村民缴纳
各种费用。

该行还搭建农村产业网贷平台，
推出“产业链+惠农e贷” 线上信用贷
款系列产品， 为农民融资提供帮助。
如在全省金融系统首创推出“烟农e
贷”， 已为1031名烟农提供授信， 贷
款余额突破4000万元。

农行衡阳分行搭建农村移动支付平台
上半年乡村线上支付结算交易量达29.57亿元

传媒与实业牵手
共同守护米升文化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通讯员 张文博
记者 周月桂） 长沙海关近日首次查获
野生独角鲸牙。 7月2日，星沙海关将查
获的一批野生独角鲸牙移交长沙海关
缉私部门处理。

据介绍，日前，星沙海关邮检科现
场监管关员在对5个自日本入境的申报
为“鞋子”的邮件进行X光机检时，判断
机检图像异常。 经人工开箱查验，发现
每个邮件内装有一双雨鞋，其套筒内却
各装有一段疑似动物骨头的东西。 5个
邮件共10段，拼成一整根，约长2.4米，
净重7.43千克。 后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
鉴定中心鉴定，确定为独角鲸角状长牙
牙段。

据了解， 独角鲸被列入 《濒危野
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I，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制品入境
需要向海关提交《濒危物种允许进口证
明书》， 未提交证明书的将被视为走私
行为。

长沙海关缉私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严格执行打击走私“国门利剑2018”
联合专项行动，以邮递、快件、旅检、货
运渠道为重点，加强与林业、公安、工商
等部门执法协作，推动全面关停非法加
工销售场所和网络交易平台， 加大查
缴、惩处和宣传力度，严厉打击以象牙
为重点的各类濒危物种走私，确保贸易
禁令有效落地。

长沙海关首次查获
走私野生独角鲸牙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王志平）年交保费3372元，获赔130万元。 日
前， 泰康人寿湘潭中心支公司办结一件巨额
理赔案，诠释了保险的保障功能作用。

2017年1月，投保人康女士为其丈夫林
先生投保了“泰康全能保2015保障计划”和
“综合意外保障计划”， 保额分别为12万和

10万， 保费分别为3192元和180元， 其中
“全能保2015保障计划”对交通意外身故有
10倍赔付的责任。

今年2月，被保险人林先生乘车途中发生
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身故。投保人康女士迅
速报案， 泰康人寿湘潭中心支公司经多方查
勘核实，最终将130万元理赔款赔付给客户。

投保3372元，获赔130万元
泰康人寿巨额赔付，为失亲家庭提供保障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闯）今天，湖南湘江新区专利
大数据服务平台上线仪式在长沙高新
区举行。这个针对湘江新区主导产业和
特色产业量身打造、含13个产业专题数
据库的平台，将为湘江新区及各个园区
的招商引资、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决策参
考，也为企事业单位创新提供专业的知
识产权服务。

据悉， 专利大数据服务平台由省知
识产权局为湘江新区量身打造， 既是落
实省委2018年“产业项目建设年”部署、
服务“5个100”项目建设的重大举措，也

是知识产权工作主动服务创新创业和产
业发展的创新模式。 该平台包括专利专
题数据库系统、专利政策匹配系统、专利
信息推送系统、 专利实力评估系统和专
利托管系统等5个服务模块。其中，专利
专题数据库系统涵盖了制造、通信、食品
和新材料等领域技术， 共13个产业专利
专题数据库，涉及近1400万条专利数据，
主要服务高端制造研发和创新创意产
业； 专利信息推送系统可根据企业的个
性化需求， 直接将专利文献推送到研发
人员手中， 或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后将
相关结果反馈给企业。

专利导航 服务创新
湖南湘江新区专利大数据服务平台上线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焉。 ”每个人都在课本里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它
朗朗上口，为童年的我们在心间种下一朵高洁的莲
花。

7月5日晚，它从课本上走出来，变成可听、可
观、可感的原创民族歌剧《爱莲说》，在长沙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首演。

该剧由谭仲池担任编剧、 廖勇担任作曲、廖
向红担任导演、朱曼担任指挥，入选国家艺术基
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剧作音乐优美、演唱精彩、
舞美设计精美，其所展现的高洁精神，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爱莲说》故事发生在北宋庆历年间的湖南
桂阳县。 周敦颐上任桂阳县令，踌躇满志，推行教
育、兴修水利、劝农兴学，欲有一番作为。 此时，突
发瘟疫，当地名医白汝冰、湘莲母女因拒绝与富
商勾结、囤积药品高价出售，被转运使杜临风和
富商陷害入狱， 仍不忘救助村民。 周敦颐敬佩白
汝冰、湘莲母女，决心救助，被杜临风算计，遭到革
职。湘莲决心以死唤醒世人，殒命莲池。 周敦颐受
到震撼，发誓扳倒贪官、铲除奸恶。面对官场险恶、
世态炎凉，平生钟爱莲花的周敦颐感叹莲花“出淤
泥而不染”，写下了《爱莲说》，表达对白汝冰、湘莲
母女的敬佩以及不慕名利、 洁身自好的人生态
度。

“《岳阳楼记》《爱莲说》《桃花源记》3篇被编入

课本的经典都源自湖南。如今，《爱莲说》这朵莲花
在我的音乐中盛放，让我倍感骄傲与自豪。 ”该剧
的作曲廖勇也是湖南人。他告诉记者，《爱莲说》虽
是古代名作， 但它的内在精神不被时空所限制。
“周敦颐是古代勤政‘爱廉’典范，《爱莲说》展现了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 依然向上、 爱美的可贵品
质。周敦颐作为湖南第一个真正的文化大家，奠定
了中国理学的基础。《爱莲说》必须由湖南人推向
世界。 ”

近年来， 选择歌剧这种西方艺术形式来呈现
中国经典、表现中国精神的舞台作品并不少见。不
过， 如何完美相融是一个难题。 廖勇有自己的心
得。

“我们用西方的样式，融入湖南的民族和民间
音调、戏曲的板腔体，让歌剧《爱莲说》看得懂、接
地气。 ”廖勇说，该剧的主创团队曾多次到永州道
县、郴州汝城等周敦颐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风。期
间，他采集了大量的湘南民族歌曲、民间小调、祁
剧、祁阳小调等本土音乐。

“我的老师赵季平告诉我，作为中国作曲家，
创作的音乐要有‘口音’。《爱莲说》就是湘南的口
音。 ” 廖勇在北京工作了25年，仍然“湘音”不改。
他将地方音调比作“放在油锅里的鸡蛋”“摸一下
有惊喜，放久了烫手”。 因此，在歌剧《爱莲说》中，
许多湖南地方音乐不是直接截取插入， 而是与交
响乐融为一体，观众听着既熟悉，又有不同。

在人物设计上，该剧也体现了湖南人的特色。
周敦颐儒雅理性，他的出场有古琴相伴。湖南人性
格中刚烈的部分，则通过女一号湘莲体现。

“《爱莲说》就是湘南的口音”
———原创民族歌剧《爱莲说》首演侧记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社会劳动保险管理
服务局(以下简称“省社保局”)了解到，按照人社
部要求， 我省已全面取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
格集中认证。

目前， 全省14个市州经办机构已向省社保
局作出承诺： 本级及所辖县市区全面取消集中
认证， 为社会保险待遇享受人员提供优质便利

的服务。
“所谓集中认证，是指离退休人员在规定的

时间内， 到规定的地点集中进行领取社会保险
待遇资格认证。 全面取消集中认证，就是离退休
人员按照自己的认证周期， 选择自己方便的任
意一种认证方式进行认证。 ”省社保局离退休人
员管理服务处处长李明亮介绍，“全面取消集中
认证，并不是不要认证了。 ”

下一步，我省将以现行的网上自行认证、经
办机构认证、社区认证、银行认证、单位认证、手
机自行认证、 传统认证等7种认证方式为重点，
并积极推广社区上门认证， 探索政府部门信息
共享辅助认证办法，做好我省认证工作。

据介绍，为了方便群众，我省目前以面部识
别系统进行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为主， 其他认
证方式并举进行认证工作。

湖南全面取消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证
“全面取消集中认证，并不是不要认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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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张广华

� � � � 【名片】
徐琛，女，河南周口人，出生于1987

年，中学一级英语教师、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管理学研究生，株洲市荷塘区政协
常委、株洲市外国语教育集团荷塘外国
语学校校长、新凤凰高级中学校长。

� � � � 【故事】
“一千个日夜的努力终不负，祝贺

你们在2018年高考中取得了超越自我
的好成绩！ ”6月26日，湖南高考成绩发
布第二天，株洲新凤凰高级中学的年轻
校长徐琛即将送走又一届高三毕业生，
难掩激动。

株洲新凤凰高级中学隶属株洲外
国语教育集团， 是一所普通民办高中，
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 拥有
5000名师生。 31岁的徐琛青春阳光，乍
一看还以为刚大学毕业，难以将她与一
所如此规模的学校校长联系起来，更不
知她为当好一名教师、一名校长背后的
付出。

2011年徐琛本科毕业， 随后进入
株洲外国语学校，成为一名英语教师。

徐琛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
干劲十足的她刚入职便被任命为新生
班班主任。 为当好班主任，她起早贪黑
备课，创新教学方式，3年下来，所带班
级从入学时倒数第一飞跃至年级头名，
一个班二十余人考取5A，90%的学生

考取省示范性高中，这是株洲市很多学
校全校加起来都达不到的数字。

出色成绩的背后，徐琛有难言的苦
楚。 2014年上半年徐琛怀孕，但她坚持
要带完初三。中考前，为给学生减压，她
还带着学生爬山，不想下山就腹痛进了
医院，最终意外流产。

2014年7月，徐琛被任命为株洲市
外国语学校政教主任，2015年6月，又
调至新凤凰高级中学任德育副校长，两
个月后， 由于公办学校的教师要回编，
学校校长和中层干部全部撤走。徐琛临
危受命，走上校长的岗位。

28岁当校长？ 周围的人充满质疑。
徐琛回忆，“当时很多朋友劝我不要接，
但我热爱教育事业，决定迎接挑战。 ”

面对年龄比自己大的几位副校长，
她处处虚心请教。 为充分了解教师队
伍，徐琛利用休息时间，与所有老师一
对一谈话。 责任来了徐琛揽下来，荣誉
到了， 她让给别人。 徐琛注重学习，北
京、上海、苏州、成都乃至韩国，徐琛跟
队或带队走访了几十所学校，自己也在
湖南师范大学拿到教育管理学的硕士
学位。

当好校长， 还要处理各种突发事
件。 一次，两个流氓开车堵住了学校大
门，声称家里的房屋被学生砸破，要求
赔偿2万元。 为不影响教学， 徐琛当机
立断答应了赔偿，让两位流氓先把车挪
了，然后展开谈判。 从2万到1万，最后
谈到5000元， 她个人主动负担了1700
元。

管理5000名师生的学校， 徐琛工
作更忙，压力更大，2016年她再次意外
流产。 与此同时，徐琛将学校管理得井
井有条，教学成绩稳中有升。 2016年10
月份， 她还当选株洲市荷塘区政协常
委。徐琛说：“当时和家人的关系格外紧
张，我也十分愧疚。 ”

2017年，学校的工作开展更顺利，
徐琛第3次怀孕了，这一次她协调好了
各种矛盾， 在10月份顺利生产。 徐琛
说，这次怀孕，学生经常给她发来关心
的信息，给了她巨大的能量。

顺利生产，徐琛了却了最大的一桩
心事，新凤凰高级中学也成为株洲市一
所冉冉升起的民办国际高中。

徐琛：
管理5000师生的

85后校长

� � � � 1.网上自行认证。 进入湖南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网(www.hn12333.com)，在“在
线经办” 栏目点击 “养老金身份认证”→下载
“人脸识别控件”→进入“湖南省养老保险身份
认证系统”点击“身份认证”→输入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自行认证。

2.经办机构认证。 全省各级社保经办大厅
设立的认证窗口认证。

3.社区认证。 离退休人员全年任何时间段
都可到居住地就近的社区进行认证。

4.银行认证。 在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华融
湘江银行、长沙银行开户领取养老金的，可到
上述银行网点认证。

5.单位认证。 离退休人员也可以到原单位
认证。

6.手机自行认证。 为最大程度方便离退休人

员认证，我省积极推行手机APP认证(智能手机
下载“老来网”APP即可自行认证)，要求社区工作
人员主动为离退休人员下载手机APP，引导离退
休人员足不出户在家自主完成认证。

7.传统认证。以下情形人员交相应资料到社
保局，可视同认证一次：长期住国外人员，请到大
使馆开具证明并附身份证复印件寄回； 行动不
便、生活不能自理、生病住院人员，采取填报《离
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表》的方式(表格
可登录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在
“养老金身份认证”栏目下载)；单位担保认证人
员，由单位向所属社保机构进行承诺，所担保人
员如发生冒领，单位承担一切责任。

■链接

湖南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有七大主渠道可选

� � � � 7月5日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新编昆剧《乌石记》在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举行首
演。《乌石记》以唐朝郴州人刘瞻为原型，通过描写其夫人李若水安于清贫、守礼守节，烘托一代
名相刘瞻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的品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蒋莉 摄影报道新编昆剧《乌石记》首演

徐琛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熊远帆）昨
晚， 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艺术创作资助
项目———原创民族歌剧《爱莲说》，在长沙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首演， 为观众奉
献了一场关于周敦颐和莲“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品格的视听盛宴。

歌剧《爱莲说》以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
先生的119字古典文学名篇《爱莲说》 为蓝
本，通过讲述周敦颐调任桂阳县令期间发生
的故事， 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
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观照历
史，观照人民的命运、情感、灵魂、向往，用歌
剧艺术的形式，真实、生动、深邃地诠释《爱
莲说》 这个千年来为人们喜爱的经典之作，
推崇用高雅艺术的语言诠释并传播立“诚”
以修身、守“洁”以处世、奉“公”以为政、求
“仁”以爱民的“廉洁”思想。

该剧集结了国内一流的主创团队和艺
术家，其中包括编剧谭仲池、作曲家廖勇、
导演廖向红、青年指挥家朱曼、国家大剧院
舞美设计师丁丁和青年歌唱家石倚洁、王
丽达、王泽南、龚爽等以及湖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潇湘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家、 潇湘
天籁合唱团100多名演员。

据悉， 该剧由长沙田汉大剧院创作出
品，在长沙首演和巡演之后，计划赴北京国
家大剧院演出，并展开国内国际巡演。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原创民族歌剧
《爱莲说》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