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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话题

微言微语

报道追踪

图片说事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欧金玉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和保护， 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申报数量越
来越多，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保
护。然而，县、市级的非遗项目却面临很多困
难，虽然申报工作开展得火热，但不少项目进
入“名录”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缺少资金
扶助，不少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举步维艰，面临
诸多难题。

市级非遗项目生存困难
洞口县高沙镇的向证向湖南日报反映，

高沙镇原来手工陶器很红火， 有一个地方家
家户户手工制作陶罐。以前的“瓦罐客”走乡
串户卖陶罐，几十年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大
家都用上了更精美的瓷品和更耐用的塑料制
品，手工拉坯做陶器的手艺人越来越少，曾经
很有名气的“高沙瓦罐” 面临手工失传的冏
境。“高沙瓦罐”已列入“市级非遗项目”多年，
但一直没有什么发展， 呼吁政府多多重视这
些老手工艺术。

为此，记者前往洞口县高沙镇探访。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高沙镇，镇文联的同

志带记者来到一个叫“冷水窑”的地方，向乾
灯和向乾明两兄弟是市级非遗项目“高沙瓦
罐”的传承人。向家的作坊是几间低矮破旧的
土坯房，记者看到了手工拉坯的工具，各种半
成品手工陶罐放了一屋子，有细颈的瓶，大肚
的罐，各式各样，还没有上釉，看上去精致、细
腻。 向乾明的妹妹正在捏制大家熟悉的小鸟
叫笛、高脚小灯台。她告诉记者，她家祖上是
做瓦罐的，手艺一直这样传下来。

在距作坊几十米远的地方， 记者见到了
烧制瓦罐的“龙窑”，红砖和泥巴糊制的窑顺
着一个小坡而建，一节节鼓起，像龙的身体。
向乾明的妹妹告诉记者，烧窑时，就把陶器放
进去，封好，然后用柴火烧，温度自下而上就
传上去了。

村里的人说，以前好多家都是做瓦罐的，
随着市场的萎缩慢慢不做了。记者来探访时，
正好向家两兄弟去了益阳， 参加益阳工艺美

术职业学院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事后，记者电
话采访了向乾明，他告诉记者，此次外出学习
培训一个月，参观了福建德化的瓷器艺术，深
有感触。德化瓷器非常精美，自己的手工技艺
还需不断学习， 老的技艺也要不断发展才能
活下去。目前他的手工作坊销量一般，所得只
够生活，想要发展，缺少资金，被纳入“非遗”
也有10来年了， 但是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
资金资助。

记者在向乾明的“龙窑”上侧，看到还有
人在建窑，上前一问，原来也是一位姓向的做
陶罐的工艺人。他前些年去别的瓦罐厂打工，
但是近两年生意不好， 去年底他打工的瓦罐
厂倒闭了， 他决定还是回到老地方建窑做瓦
罐，希望能把“高沙瓦罐”的市场做大点，同时
他也希望政府能给予一些扶持。

重视申报更应重视保护
在多样化、时尚化、个性化的今天，人们

的文化观念、欣赏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导致很多非遗项目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融合产
生了困难。比如，传统工艺类项目普遍存在着
产品不够精致、缺乏时尚感的问题；表演艺术
类项目的社会生态日益萎缩， 观众越来越少
等。 怎么让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项目更好地

“活”下去，有关部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洞口县文广新局， 非遗保护中心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全县有县级非遗项目56
个，32位传承人，市级非遗项目6个，12位传承
人， 省级项目3个，3位传承人， 国家级项目1
个，1位传承人。“高沙瓦罐” 已于2009年申报
为市级非遗项目，2016年开始申报省级项目，
但是目前还没有评上。

洞口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由于洞口县和邵阳市财政困难，县、市
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确没有直接的资金
支持，省级以上的就有省里和中央的补贴。
这些非遗项目和市场结合度高的， 就发展
得比较好，结合度低的就捉襟见肘，生存困
难。县里在扶助上也是做了一些工作，设立
了非遗展示馆，建立了非遗产业园，零租金
鼓励非遗产业入园。 但是非遗产品要走上

市场还需要提高自身的艺术性和手工技
艺。

省文化厅非遗处的负责人龚雪松告诉记
者，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申报是国家、省、市、
县4级逐级申报，近年来中央和省一级都十分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扶持力度也比
较大，县一级的项目已达到几千件，但是，县、
市级的非遗项目只能是依靠当地财政扶持。

其实，“高沙瓦罐”只是县、市级非遗项目
的一个缩影。不少地方在申报时很重视，而列
入非遗名录后，却缺乏实质性的保护措施，缺
乏长远规划，市县级非遗经费投入也很少，非
常不利于非遗项目的发展和传承人的培养和
技艺传承。

需要多联动更细化的扶持
龚雪松告诉记者，不止是资金支持，技艺

的培训也是让非遗项目“活”起来的一个重要
手段， 现在政府依托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和美
术类院校，对非遗传承人进行系统培训，提高
传承人的保护意识和创新能力， 以便传承人
根据项目的元素，研发一些新的产品，让它融
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年，国家提出了《中国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我省也在制定细则，这
个政策的出台， 对传统工艺人应该是一个政
策机遇。

如何让非遗项目“活”起来，近年来很多
人都在研究，有专家认为，市场对非遗项目的
发展前景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县、市级的非
遗项目，有市场才可以生存发展，脱离市场就
会越走越困难。

如何帮助这些非遗项目融入市场， 有专
家建议， 政府除需要进行资金扶助和技术培
训支持外，还可以把扶持工作做得更细，非遗
保护不是文化部门一家的事， 要加强属地管
理，多部门联合。各街道各乡镇，要对身边的
非遗资源心里有数， 进而有主动保护的意识
和具体动作。比如对表演类的，可以多策划一
些节庆表演，对于工艺美术类的，可以多和中
小学校及艺术院校联动。 让传统艺术充分展
现魅力，才能体现出它的竞争优势，获得经济
利益，最终真正得以传承。

市县级非遗项目期盼更多支持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6月22日，湖南日报《社情民意》版以《医
院“热情”揽人住院背后的猫腻》为题，披露了
永州航海中医医院（即永州航海中医肝病医
院）通过下乡义诊、送纪念品、专车接送、包吃
包住、擅自减免住院人自负费等方式，诱导轻
症慢性病老年患者住院， 打医保基金主意的
问题。省人社厅对此高度重视，副厅长王运柏
当天批示要求城乡医保处会同省医保局迅速
核查，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永州市人社局立刻
责成相关县区人社局开展调查。

冷水滩区、零陵区、东安县、双牌县医保
经办机构抽调专业稽查人员， 对永州航海中
医肝病医院开展督察核实行动， 对2018年本
辖区内在永州航海中医肝病医院住院报账的
参保群众进行调查核实。 调查核实永州航海
中医肝病医院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存在降低住院指征，用专车接送、免
费就餐、 擅自减免参保患者住院自负费用等
方式， 诱导一些轻症老年慢性病参保患者到
该院住院的违规行为。零陵区调查了75人，东
安县调查了51人，双牌县调查了12人，均确认
该院诱导参保群众住院的违规行为属实；并
统计核实该院2018年1至5月间共减免冷水滩
区、东安县、双牌县参保住院病人费用307人

次，涉及减免参保患者自负金额53315.36元，
2018年1至6月间共减免零陵区参保住院病人
费用49人次， 涉及减免参保患者自负金额
5705.9元。

二， 存在医保台账资料和财务账目资料
混乱，挂床住院的违规行为。驻院工作组从医
院库存量、进出量及现存量入手，翻阅各种药
品的原始凭证进行盘点， 发现部分药品出入
库存在异常， 涉及金额78043.1元。2018年在
该院住院报账的参保群众雷某某， 医保系统
显示其于2018年5月3日至6日在该院因颈椎
病住院治疗，但在现场调查中，本人自述在上
述时间段并没有在该院进行住院， 涉及医疗
费用1325元，医保报账788元。

三， 存在违反协议中同一病种在同一级
医院住院间隔不少于28天的规定。 调查中发
现该院违反医疗保险协议，有3人次以同一种
疾病在该院住院，没有间隔28天（也没有到相
关部门备案登记）， 涉及住院总费用5412.12
元。

永州航海中医肝病医院严重违反了国家
和省、市医疗保险有关法律法规，扰乱了医疗
市场的正常秩序， 影响到医疗保险基金的安
全，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永州市根据医
保有关法律法规、 医保协议有关条款对该医
院进行了严肃处理：

一， 由冷水滩区医保经办机构对该院涉
及冷水滩区、东安县、双牌县的违规行为进行
处理。1. 停止与该院签订的医保服务协议。2.
该院违规减免参保住院病人费用307人次，涉
及金额53315.36元，按违规费用的3倍进行拒
付， 合计拒付159946.08元。3.�该院部分药品
出入库存在异常，涉及金额78043.1元，按违
规费用的1倍进行拒付，合计拒付78043.1元。
4.�该院违反协议中同一病种在同一级医院住
院间隔不少于28天的规定，涉及金额5412.12
元， 按违规费用的3倍进行拒付， 合计拒付
16236.36元。

二， 由零陵区医保经办机构对该院涉及
零陵区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1.停止与该院签
订的《永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定点医疗机
构服务协议》。2. 该院违规减免零陵区参保住
院病人费用49人次，涉及金额5705.9元，按违
规费用的3倍进行拒付，合计拒付17117.7元。

永州市人社局表示：将以此为戒，严格贯
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医疗保障法律法规，继续
扎实开展医疗保险监管工作， 通过建立医保
智能监管系统、充实医疗保险稽核队伍、完善
医保服务协议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险监
管水平，聚焦查处突出问题，加快推进精准监
管、职能监管，依法打击医保欺诈违法违规行
为，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医院“热情”揽人住院背后的猫腻》一文引起省、市、县人社部门高度重视

揪出医保基金“蛀虫”

编辑同志：
浏阳河戏曲民俗文化公园位于浏阳

市普迹镇跑马塘， 南靠浏西主干道百里
花木走廊，北临浏阳河九道湾之普迹湾。
公园整体呈半圆形， 以关云长雕像为中
轴，景观对称布局 ，规划面积15亩 ，总投
资数百万。其中，关云长提刀跨马雕像高
8米，主体采用砂岩材质，气势恢宏。据当
地村民介绍，关公骑马雕像跟其他4个小
雕像一起，造价不菲。

然而，这尊气势恢宏、建设竣工才一
年半的关公雕像 ，7月 10日 22时突然倒
塌。事发时，幸亏雕像旁有人发觉得早 ，
听到响声都跑开了，没有伤到人。人们事
后看到， 倒下来的塑像里面仅仅只有一
些木棍支撑着，材质很薄，这样的雕像质
量也太差了。影响景观质量且不说，如果
砸到人，谁负得起责呀？

一村民

记者追踪：
浏阳市普迹镇政府对此回复称，7月

10日晚， 镇跑马塘民俗文化公园一尊雕
像倒塌， 引起网友和群众的关心。 经调

查，跑马塘民俗文化公园规划面积15亩，
公园建设经审计实际投资298万元，于
2016年12月完工。 此次倒塌的雕像为该
公园其中一处户外装饰雕塑，规格为5.18
米高玻璃钢仿麻石像和一个钢筋混凝土
大理石基座。 雕塑项目按程序进行政府
采购， 由浏阳和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承
建，长沙雕塑厂制作，质量标准要求为玻
璃钢加钢筋结构构造。

10日22时许，雕像突发倒塌，未造
成人员伤亡及其他财产损失。 该镇相
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调查处置， 并将有关情况通报至项
目承建方及雕像制作厂家，当晚，为确
保游客安全，有关公司连夜清理现场。
经现场调查， 倒塌的雕像内部为木架
结构，结构质量差，不符合质量标准和
安全规范要求； 初步分析倒塌系由于
雕像未达到建设标准、 结构质量不牢
固等原因所致。 承建方和制作厂家当
场承认质量存在问题， 并承诺全责全
额赔付， 镇政府责成其重新设计 、建
造，并保证质量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户外健身器材破损谁来维护
衡阳市湘江东路新外滩大厦公共花园

健身器材缺胳膊少腿， 每天来这里健身的
市民很多，健身器材使用较为频繁，很多器
材都有不同程度磨损和锈迹。 有的是转盘
的磨合处已经生锈， 有的是踩起来吱吱嘎
嘎响。更为严重是很多小孩前来玩耍，小孩
子不管那么多，到那就直接往上爬，有很大
的安全隐患。请相关部门前来检查维修。

刘瑞连

·长沙保利大都汇迟迟不退认筹金
我于今年3月20日在长沙保利大都汇

交了5万元认筹金，想买套房子，但没有摇
到号，由于工作关系，一直等到6月16日才
去办退筹，工作人员承诺15个工作日退款，
但至今未退。 由于办退筹的时候收走了认
筹协议，现在我只有一个银行汇款的凭条，
都不知找谁投诉才好。

贺平

·郴州火车站售票服务态度差
7月18日8点左右， 郴州火车站售票厅

仅开的一个售票窗口排了很长的队。 轮到
一个80来岁的老人时， 售票员突然宣布要

交班了，这个窗口不售票了。这时其他窗口
都还没开，老人急了，说自己排队几十分钟
了， 请求售票给他卖一张票。 售票员不理
他，老人生气了，跑到退票窗口提意见，后
来开的6号窗口售票员竟然还斥责老人声
音大了。 郴州火车站售票厅这种做法实在
要不得。一是售票窗口要交班，不能喊停就
停，无视外面旅客已经排了好久的队；二是
接班的窗口应早开，使交接有序；另外，建
议对70岁以上老人购票有照顾政策。

李远翔

·在隆回县城购房为何小孩上不了学
我们一家是隆回县农村的， 老家的房

子又旧又破都不能住人了，为了小孩读书，
全家倾力在县城买了房。 房款及装修用了
全部积蓄再加20万元的房贷， 耗了一家人
的全部心血。 但现在又不让我们的小孩在
县城读书。 之前问过买房后小孩上学的政
策，说要迁户口满一年,有房子满一年才能
读。等我们买了房，又说要有人在县城务工
才可以读。一个妈妈带两个四五岁的小孩，
你叫她怎么去务工？政策变来变去，对我们
伤害很大。

杨亲儒

公园雕像质量差
建成年半就倒塌

编辑同志：
我是宁乡市白马桥学校七年级学

生的家长。7月7日 、8日两次去宁乡市青
少年学生活动中心找办公室负责人 ，为
孩子报名，请求进少儿足球班 。她说 “该
班已经超过了30人 ， 不能报了 ”。7月13
日，我又找她报名，她说“已经迟了 ”。中
心的报名规则是“报满为止 ”，并没有写
截止日期 。7月14日下午 ， 足球班开班 ，
当时名单上公布的学生人数是27人 ，实
际上课人数是23人， 离班额30人还差几
个。我又向其请求让孩子进入足球班学
习，遭拒绝。

孩子十分喜欢足球， 在征得活动中
心主任和足球班教练同意后， 孩子在14
日下午3点多进足球班听课。 片刻后，该
负责人竟然进教室当众训斥我孩子 ，后
来又把孩子拽出来，当众恶骂，剥夺孩子
的上课权利。7月15日， 该负责人还是不
让孩子进足球班。如此做法有违师德，太

让家长气愤了。
一家长

记者追踪：
7月17日， 宁乡市教育局就此回复

说，该局很重视家长投诉，立即进行了调
查核实。宁乡市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于6
月29日， 在宁乡市教育局门户网上发布
了《宁乡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2018年快乐暑假免费培训公告》，免费培
训报名时间为2018年7月7日， 原则上是
额满为止，其中少儿足球班名额为20人，
实际报名为27人，经协商，同意投诉人的
孩子从2018年7月17日起继续到少儿足
球班学习。事发后，宁乡市青少年学生活
动中心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
育， 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严格要求员工端
正工作作风，用积极的工作态度、饱满的
工作热情完成好这项免费培训的公益活
动，杜绝类似事项的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公益培训受欢迎 老师刁难伤人心

编辑同志：
醴陵市台北城1、2、3楼是门店，开发

商违规把2、3楼空调外机全部安在了4楼
住户平台上， 总共安装了四五十台空调
外机，左右两边对着房屋吹。这些空调外
机巨大的声音长期扰民，我们4、5、6楼居
民无法正常休息、工作。长期废气 、噪音
影响身体健康，我们怎么安居乐业？我们
购买房屋时， 购房合同上没有说明会安
装如此多的空调外机， 还离我们主卧这
么近。 开发商从来没有跟我们业主协商
就强行安装，严重侵犯住户权益。恳请相
关部门责令拆除，维护居民合法权益。

居民
记者追踪：

7月17日，醴陵市红翔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就此回复说，因醴陵台北城8栋
商户业主安装空调主机与8栋4楼业主未
事先进行沟通交流，导致业主误解。其实
该平台在原设计用途上，有规划用于1-3
楼商业空调机位及空气源热水系统设
备， 考虑到空调主机噪音对住户日常生

活可能造成影响，故3层商户在设计空调
主机安放时， 将空调主机安放在靠近南
向女儿墙最边上， 并按照环保部门要求
及标准建立隔音、隔热墙，经环保部门测
评预估数据后，符合环保要求。有关空调
主机管道， 由商铺商业管道井接出后进
行室外不锈钢材质套管并沿平台南向女
儿墙最边安放。

但记者从业主投诉提供的照片看
到，空调主机并没有靠墙安装，也没有
建立隔音、隔热墙，线路也是暴露在外
面。 希望物业公司按回复安装到位，减
少对业主的影响。据了解，不少楼盘的1
至3层往往用于商铺，4楼的商铺屋顶多
设计为空旷的平台，如何规划使用此平
台， 与离得最近的4楼以上低层住户利
益息息相关。像如此摆成“空调阵”，确
实让毗邻住户不安。 法律人士建议，消
费者在购房时应注意此事项，当心居住
环境发生变化，出现争议后可以依据购
房合同依法维权。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田燕

窗外成了“空调阵” 购房选房需当心

“躺占”长椅不文明
8月2日上午，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街，一名男子光着膀子，横躺在街中心的长椅上睡觉，将原本能够坐3人的长

椅独自“躺占”。公共场所“躺占”长椅，方便了自己，却丢掉了文明。希望市民能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的文明规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