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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肖正湖

现代人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
当时的“现代生活元素”。与现代人的喜好
和需求相符，非遗不仅光彩重现，还成为改
善现代人生活的助推器。

6月8日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
月3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19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
主场活动在湖南省文化馆启动， 展示了15
年来非遗保护工作的湖南实践。 根植传统
的创意实践， 成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桥
梁。

文化创意赋予非遗青春活力

浏阳夏布台灯、草木染婴儿服、湘军系
列玩偶、 陶瓷挖掘机模型……在雨花非遗
馆，大量非遗文创产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非遗，喜欢传
统的东西， 但也有人不喜欢它们的表现形
式。”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陈剑认为， 保护非遗的原真性不等于一成
不变， 现代的设计创意能在非遗与现代人
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不是简单地把非遗元素标志印在产品
上，而是把其变为原创IP，湖南湖湘名品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文创产品畅销全国。如
以湖湘文化代表人物曾国藩等湘军将士为
素材设计的卡通人物，深挖湖湘精神，成为
很多湖南人送给外地客人的代表性礼物。

湖南商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学生以隆回
县滩头木版年画中“一品当朝”人物形象设
计的微信表情包呆萌可爱。这组表情包于6
月1日上线，到6月3日早上，下载量就超过
了800次。

本次活动， 该院学生带来了一系列创
意作品。草木染婴儿“出生礼”系列婴儿用
品包括服装、枕头、围脖等，清新美丽。敦煌
文化剪纸作品，通过创意设计，让传统民间
剪纸作品成为立体、奇幻的装饰画。

湖南商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李
立芳告诉记者，2000年以前，该院就有意识
地把非遗文化引入课堂。通过长期的接触，
这些年轻的学生对非遗产生了浓厚的感
情，而不仅仅是完成作业。这让人们看到了
非遗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希望。

非遗+旅游，景区更具魅力

位于吉首市区的乾州古城成为近年
来游人喜爱的景点新秀。湘西坊能工巧匠
园里，进驻了11位非遗传承人，游客可以
随时观赏、体验最本真的非遗文化。湘西
苗族鼓文化传习所的诞生， 让吉首市30%
的市民学会了苗鼓。 随着咚咚的鼓声、跃
动的身姿， 苗族的文化和精神沁入骨髓。
苗族赶秋、辰河高腔、梯玛神歌、绺巾舞、
卡相、哭嫁、摆手舞……由非遗传承人带
来的12项湘西非遗项目表演、6项特色文
化项目表演每天轮番上演。2018年， 面积
不大的乾州古城迎客30多万人次。

皮影戏、禅茶、山歌、方言戏剧、弹词在
台上演得热闹， 中国南岳非遗龙狮邀请赛
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舞龙舞狮队……近年
来， 每年农历春节期间举行的南岳庙会已
成为非遗展示的大舞台。 阿里巴巴发布的
《2018年中国人新年俗报告》 显示，2018年
春节十大热门寺庙中， 南岳大庙依托庙会
活动力压群雄，排名位居首位。

旅游搭台，非遗唱戏，让旅游景区更具
魅力。

传统工艺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的许多乡镇处于深度贫困之中。因此，大
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
近两年，这里却有6000多个妈妈回到了家。

这是省文旅厅通过振兴传统工艺， 实施
“让妈妈回家计划”， 探索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和精准扶贫的生动案例。 该计划以湘西传统
工艺工作站为依托， 设立了10个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20多个苗绣创业培训基地，培训绣娘
6000多名，创造就业岗位近3000个，推出了
一批以湘西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创意品牌。越
来越多绣娘回乡就业， 并带动大量青壮年劳
动力回乡创业。

“最初由于家底不清，开展调查研究非常
难。后来，我省摸清了家底，从省到县都有非
遗保护机构， 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情况的了
解全面清晰， 为研究保护和创新性发展奠定
了很好的基础。”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
院副教授陈剑说， 传统工艺的振兴还为缺乏
劳动力的家庭带来了生机。如花垣、龙山两个
县，开设了残疾人培训基地。

花瑶挑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
南大学的“花瑶花”非遗扶贫项目团队开发了
针对学龄儿童的美育教辅线上产品， 打造了
线下产品， 并在隆回县白水洞村建立了花瑶
文化展示基地和挑花设计工作坊， 其产品受
邀在米兰世博会展览。

传统工艺的振兴，带动了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祝战光 叶寒竹

6月3日晚饭后，汝城县土桥镇黄家村
旺发米业董事长黄义华，来到村里83岁的
贫困户何金娥家，送上20公斤优质大米。

何金娥的老伴黄昌光今年86岁，有病，
躺在床上。听到黄义华来了，他挣扎着要起
来：“义华，上次送的大米还没有吃完，这次
又让你破费了。”

“没事，自己种的，值不了几个钱。”黄
义华笑着说，“您生活有什么困难就告诉
我，我会想办法解决。”

“这几天有点咳嗽，嗓子痒。”
“应该是着凉了， 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药。”黄义华向村卫生室跑去。
何金娥告诉记者：“从2009年开始，黄

义华向村中8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10公斤大米。现在，黄家村80岁以上老人
共有21人。”

“义华逢年过节，都会给村里的孤寡老
人、贫寒学子送棉被、大米、食用油、慰问
金， 每年重阳节还为60岁以上老人送米
粉。”来何金娥家串门的邻居黄大爷说。

黄家村是土桥镇的干旱“死角”，资源
贫乏，以前村民都是靠天吃饭，守着几亩薄
田刨不出好日子，贫困户不少。

看着一些年轻人外出打工, 许多田地
抛荒， 村里经济能人黄义华有点心痛：“缺
水的问题必须解决！”

2010年以来，黄义华东奔西走，争取

项目资金400万元，对黄家村等7个村进行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改造，维修山塘水库30
多口。

缺水的问题解决了， 但种田要想有效
益还得上规模、办大米加工厂。2011年，黄
义华创办旺发米业公司， 打造了一家集水
稻生产、大米加工、包装销售于一体的农业
龙头企业， 先前抛荒的土地变成了绿油油
的稻田。

黄义华流转农田进行规模种田， 效益
不错， 乡亲们种田的胃口被吊了起来。“义
华对我们种植的水稻实施保底价收购，现
在种地再没有后顾之忧， 收入也稳定了。”
黄家村村民赵首庆说。

目前，旺发米业带动1万多农户种植优
质水稻3万多亩，年增收300余万元。公司
还承担53户贫困户小额信贷委托帮扶任
务，今年一季度分红已全部发放到位。

树高千尺不忘根。 黄义华先后安排13
名贫困乡亲到公司上班， 他们大都为留守
妇女、老人，人均年增收2.8万元，全部实现
就业脱贫。

村民何笃周妻子残疾， 两个孩子一个
读大学、一个读高中，家里生活困难。

“义华安排我到公司上班， 每月工资
2000多元，年终还有奖金，今年一定能脱
贫。”何笃周对自己在家门口就了业 ,感到
十分满意。

黄义华说：“只要公司还办，给村里80
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公斤大米，我
会坚持下去。”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金太山 何发明

5月23日，海拔700多米的祁阳县羊角
塘镇茶园村， 村民付染巧家的新房即将封
顶， 她恭恭敬敬地请一名走路一瘸一拐的
中年汉子把一截红布挂在脚手架上。 付染
巧激动地说：“新房封顶是我们这最重要的
仪式，当然要请戴裁缝。”

付染巧口中的戴裁缝， 是付染巧脱贫
致富的恩人。

今年46岁的戴柏桥，3岁时患小儿麻
痹症腿部致残。后来，戴柏桥凭借努力学习
裁缝，成了当地的大师傅，还在祁阳县城开
办起服装加工厂。

“小时候，我家里很困难，加上我还残
疾，父老乡亲没少帮助我们。” 2016年，戴
柏桥回到茶园村， 看到村里还有不少村民
没有脱贫，便与妻子商量，决定把服装厂搬

回村里，带动大伙脱贫。
村民付染巧几年前患了一场病后，干

不了重活，成为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戴柏桥
得知付染巧的情况，便与镇、村干部上门，
动员她到厂里来上班。

刚开始付染巧不答应， 担心自己帮不
上忙，还给戴柏桥添麻烦。后来，经过大家
的鼓励和戴柏桥多次邀请， 付染巧终于鼓
足勇气到服装厂上班。

为了帮助付染巧增加收入， 戴柏桥还
推荐付染巧申办财政贴息扶贫贷款， 把贷
款投入厂里作股金， 每年的分红加上工资
收入，年收入可达10余万元。

如今，付染巧不但脱贫摘帽，而且还有
了积蓄，于是就想到了建新房。村民们得知
付染巧要建新房的消息， 纷纷义务投工投
劳来帮忙。

新房一天天“长高”，付染巧对未来生
活的希望也一天天增长。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覃正文 )今天上午，记者从常德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 ， 今年1月至5
月， 常德市引进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95
个 ， 投资总额达 466.9亿元。95个项目
中，投资50亿元的项目2个，即投资50亿
元的云轨产业项目、投资50亿元的超级
电容技术项目；投资20亿元以上的项目

8个。
今年1至5月， 常德市新开工亿元以

上工业项目56个， 总投资191.8亿元，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5.1%。在开工的项目
中， 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4个， 投资1亿
元以上项目49个。1至5月，常德市新投产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23个，其中，新开工项
目投产8个，续建项目新投产15个。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廖
沛）5月31日上午，浏阳经开区、浏阳高新区举行
2019年二季度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电子产品辅助材
料生产基地项目、 光伏+智慧微电网产业园项
目、电子产品涂层材料及高分子材料生产项目、
年产4000万条BIB软袋生产基地项目、 电力变
压器生产基地项目、天友智云项目、广佳汽车饰
件项目、上热“热处理”装备制造等8个项目，总
投资29.2亿元。

今年以来，浏阳经开区、浏阳高新区坚持以
质量效益为中心，紧扣“产业项目建设年”“营
商环境优化年”两大工作主题，全力做好企业项
目服务，不断强化以产业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据悉，2019年浏阳经开区、 浏阳高新区共
有74个项目纳入长沙市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年
度计划总投资240.72亿元。其中，浏阳经开区有
50个项目纳入长沙市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年度
计划总投资162.62亿元， 其中社会类投资项目
39个，政府类投资11个（含预备项目5个），截至
目前新建项目开工18个，续建项目已全部复工，
1至5月累计完成投资66.95亿，占年度投资计划
的40.9%； 浏阳高新区有24个项目纳入长沙市
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年度计划总投资78.1亿元，
其中产业项目17个，民生项目1个，基础设施项
目6个（含预备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开工19个，
除预备项目外全部开工，1至5月累计完成投资
42.29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54.15%。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记者 熊远帆）5
月28日，长沙经开区举行今年二季度重大
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此次集中开工的6
个重大产业项目及5月8日开工的索恩格
新能源汽车技术全球研发中心暨工业园二
期项目，总投资达46.8亿元。

长沙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张庆红介
绍，当天集中开工的项目呈现出有规模、
聚集强、前景好3个特点。集中开工项目
投资额均超过1亿元，其中投资10亿元以
上项目2个。集中开工项目体现了园区产
业发展导向， 为推动园区智能制造和主
导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项目涵盖了

智能装备、汽车制造及零部件、军民融合
等多个领域，产业质态好，发展后劲足，
将对优化园区产业生态、 提升产业价值
链发挥重要作用。

集中开工项目之一的英维特自动化项
目， 是湖南星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进一步
开拓自动化生产线设计、 智能装备制造领
域的又一重要成果。“英维特自动化项目分
为两期， 一期将于今年年底完工，2020年
正式投产。”该公司总经理邓权说。

据了解，今年1至4月，长沙经开区新
开工项目19个，完成投资51.38亿元，占全
年计划投资目标的34.66%。

义道黄义华，每月送大米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眼看快高考了。5月31日，澧县华盛石材
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勇参加甘溪滩镇组织的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后， 回了一趟老家遇市
村，来到刘才兰老人家，询问其孙儿今年高
考准备情况，并承诺负担孩子的大学学费。

今年73岁的刘才兰是个贫困户。2014
年正月，其儿子曾四平回家途中发生车祸，
导致高位截瘫。后来，曾四平离异，刘才兰
又肩负起照顾孙儿的责任。既无经济收入，
又要开支医疗费、学杂费，刘才兰一家3口
陷入困境。

曾勇在遇市村长大， 后来去澧县县城
打拼，创办了公司。他一直关注家乡情况，
在曾四平发生车祸后， 他连夜从澧县驱车
赶到曾四平住院的石门县人民医院。 曾四
平因受伤较重， 需到大医院做手术。 第二
天，曾勇又驱车赶往长沙联系医院，并捐赠
医疗费数万元。

当时，曾勇的父母都在村里生活，通往

刘才兰家的道路从曾勇家门前经过。 曾勇
拿出20多万元， 将这条道路拓宽硬化，直
通刘才兰家，并安装了路灯。这条路惠及了
沿线20多户村民。

看到刘才兰一家的生活用水需要老人
从山里肩挑回来，2015年，曾勇又出资4万
多元接来山泉水， 解决了包括刘才兰一家
在内的60多户村民用水问题。

每次回乡看望父母， 曾勇都会去探望
刘才兰一家，并送去物品和资金。对曾勇，
刘才兰感激不已，这次得知曾勇申请入党，
老人高兴地说：“勇伢子这么热心为群众办
事，他入党我举双手赞成！”

遇市村党总支书记曾吉伍说，除了帮扶
刘才兰一家，曾勇还为村里多名留守老人支
付医药费，购买生活用品。去年曾勇父亲去
世后，母亲被接到城里居住，农村房子空闲
起来，曾勇便安排4位老人住在他家，让老人
们能相互照顾， 而所有开销由他一人承担。
在曾勇带动下，村里邻里之间相互帮忙的氛
围也明显浓厚起来，呈现一派和谐景象。

热心勇伢子，帮扶众乡亲

戴裁缝帮忙，贫困户建房

湖南非遗保护工作开展15年，众多非遗项目重现光彩———

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文化视点

常德1至5月
引进亿元以上项目95个

总投资466.9亿元

浏阳8个产业项目
集中开工

总投资29.2亿元

6月3日，参会人员在观摩塔吊技能比武。当天，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的湖南
省2019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现场观摩交流会，在中建五局中建·璟
和城项目建设工地举行。活动期间将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安全警示教育、安全生产知
识竞赛、应急演练、安全技能比武等，提升行业安全生产水平，加强安全事故防范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苏同欢 摄影报道

上图：6月3日，长沙雨花非遗馆，演员在表演原创现代非遗节目《天下非遗聚雨花》。
右图：6月3日，湖南省文化馆，观众在体验传统素烧坯勾线。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长沙经开区
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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