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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张
竹青）今天，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公众考古活
动，首次对公众开放汉代长沙国王陵遗址。该所透露，
经过调查勘探，目前，已基本弄清遗址中马坡山———
庙坡山陵园的结构。 该陵园将作为首个案例，为今后
探明其他陵园之间的界限、内部结构，进而了解汉代
陵园结构、丧葬制度及丧葬思想提供依据。

汉代长沙国是我国西汉初期至东汉初期重要的
诸侯王国之一。 据史料记载，吴氏长沙王5代5传，之
后刘氏长沙王8代9传，汉代长沙国存续约220年。

“秦和西汉时期的皇帝、诸侯王以陵园为茔域，夯
筑陵园垣墙作为茔域界址。 其内以皇帝陵、诸侯王陵
为中心布局，皇后、王后及部分嫔妃及其子孙墓葬陪
侍，配置多种祭祀设施等。 长沙王亦不例外，每一代
长沙王都有一个陵园。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何旭红说， 汉代长沙国王陵遗址目前探明发现的高
等级墓葬有26座， 是我国西汉至东汉初期诸侯王陵
墓保存数量最多、面积较大、保存相对完整的大型古
代遗址之一，要探明每个陵园十分不易。 因此，选择
了保存最完整的马坡山———庙坡山陵园作为首个调
查对象。

马坡山———庙坡山陵园位于银杉路和北二环交
界处的西北角，各约一半分属望城区和岳麓区，位于
正在筹备建设的考古遗址公园南部。

据汉代长沙国王陵考古执行领队郑广介绍，经
过2016年至今的勘探调查， 马坡山———庙坡山陵园
的范围和结构已基本弄清。 陵园平面形状为长方形，
长约530米，宽约230米。 墙垣保存较差，大部分仅存
地下部分，宽约3至8米。 其内有大型汉墓2座，马坡山
汉墓仅探出少部分墓道； 庙坡山汉墓为竖穴岩土坑
木椁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封土、墓坑、墓道3部分组
成。 陵寝类建筑1处，位于连接马坡山、庙坡山二峰之
间的台地。袝葬墓或陪葬坑4座，均为竖穴土坑墓。此
外，还有其他待定性质的遗迹数处。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名片】
肖勇，男，1992年出生，湖南永青文化公司

董事长，开福区首批“星青年”。 2015年开始创
业，其历尽艰辛创立的“蛙干杯”品牌，今年1月
以4亿次的点击量问鼎抖音全国餐饮榜。他带领
一个90后团队将餐饮、互联网、影视传播、新媒
体、品牌策划等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特色“双创”
之路。

肖勇，201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表演系，当
一个好演员当然是他的人生第一个梦想。 大学
四年级开始，他就和一群同学开始“北漂”。

“住地下室，吃馒头泡白开水；天还没亮就
起来，在寒风中排队只为抢一个小角色……”肖
勇觉得尽管是努力吃尽了“苦中苦”，却连成功
的门槛都没摸到，他只能正视生活,将这个梦想
暂时搁浅。

2014年，肖勇回到家乡湖南，一边应聘了
湖南电视台编导的工作，一边不断提高自己，攻
读湖南大学软件工程在职研究生。

“朝九晚五的生活大概不适合我，总想创业
能干点什么。 ”肖勇的内心不甘于平凡，他觉得

年轻就当有一番作为。
2015年， 肖勇的一位厨师叔叔下岗了，在

别人看来是“坏消息”，在他听来却是一个新的
开始。 肖勇力邀两位叔叔搭伙，一起创立了“夜
夜肖魂”宵夜店。

“采购、发传单、送餐、收银、洗碗、切菜……”
为了把小店做好，肖勇以勤补拙，每天仅睡四五
个小时。 同时， 他利用自己所学和媒体资源优
势，创建了粉丝运营团队，到《天天向上》参加节
目，请各种“网红”到店里“打卡”，生意确实红火
了一阵。

但由于缺乏经验，对市场估计不足，管理没
有跟上，这次创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肖勇回忆说， 他也曾在失败的低谷徘徊不
前，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一次次“不安分”的折腾，
但最终，他选择了坚守初心，从头再来。

2017年，肖勇将目光聚焦在经典湘菜“牛
蛙”上，寻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大家把
定位精准在年轻客群，搭配创意、互动、社交等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开创了一种泛娱乐化
的餐饮新模式。 当年9月，第一家“蛙干杯”牛蛙
餐饮体验店在长沙最热闹的坡子街顺利开业。

“演戏也好，创业也罢，曾经的挫折都成为
我迈向成功的基石。”肖勇豪迈地说，回头看看，
正是因为各种失败磨练了他的意志， 积累了创
业的经验。

由于产品好，推广全，定位精准，“蛙干杯”大
获成功，武汉店、湘潭店、岳阳店、万家丽店……当
坡子街店月营销超过百万元时， 越来越多的人
认同“蛙干杯”模式，抖音网上点击量超过4亿
次，越来越多的人将“蛙干杯”到处复制，肖勇还
在岳阳建立了100多亩的牛蛙基地， 可年产牛
蛙几千吨。

从身无分文白手起家, 到众多风投上门注
资，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肖勇终于迈出了成功
的第一步。 他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做到近百
家“蛙干杯”连锁店，同时，对当一个好演员的初
衷,他始终没有放弃，以餐厅、服务员、厨师、创
业青年等为原型的剧本也正在他笔下一个个成
熟。

他希望用大学专业所学， 用搭建的餐饮社
交平台，拍摄更多普通人的故事，鼓励更多的青
年创新创业，用奋斗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拥有
璀璨的青春。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余朴珍 周乐亿

孟夏时节，在湖南科技大学太阳湖旁
的小山坡上，647棵红豆杉整齐排列，绿意
葱茏。湖南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党委书记周
文革告诉记者，这片红豆杉林是校友王丽
琼今年1月从她的家乡新宁县运来的，为
了庆贺母校建校70周年。

“感谢母校的栽培，帮助我完成了学
业。 母校于我有再造之恩。 ”电话那头，王
丽琼向记者讲述了那段求学和种树的往
事。

2000年9月1日，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
书的王丽琼和父亲揣着东拼西凑借来的
学费, 搭上了从邵阳开往湘潭的火车。 王
丽琼说， 当时家里20多头猪都得猪瘟死
了，本就贫穷不堪的家更是雪上加霜。 交
完第一年学费后，父亲王征林把家里仅剩
的700元全留给了王丽琼。 第二年的学费
便成了她的心头大事。

大二开学， 王丽琼显得焦虑不安，她
找到时任物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的蒋洪沙，
结结巴巴地讲出交不上学费的缘由，蒋洪
沙当即说：“你先安心上课，学费的事不着
急。 ”

穷，让这个从大山走出来的孩子懂得
了节俭和担当。

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 大二开始，她
就在外做家教挣生活费。 2002年8月的湘
潭，骄阳似火。 大汗淋漓的王丽琼从外面
做完家教回校， 在食堂打了5毛钱的饭和
两个青菜。

蒋洪沙看到坐在角落里就着青菜扒
饭的王丽琼， 特意给她打了一大碗肉和
鱼， 并叮嘱她：“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要
注意营养，在外做家教一定要注意安全。 ”
看着香喷喷的饭菜，一股暖流在王丽琼心
中流淌。

2004年冬，王丽琼毕业后第一次回母
校。 她清楚地记得， 毕业时还欠着学校
10053.27元学费。 蒋洪沙却告诉她：“不用
再担心学费的事，好好教书，过好自己的
生活。 ”后来她得知，学院根据学校资助家
庭贫困生的相关政策， 帮她免除了学费。
王丽琼说：“这笔钱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份
情肯定是要记在心里一辈子的。 ”

从那刻起，回报母校便成了王丽琼最
惦记的事。

2010年冬，邵阳市武冈二中学生家长
送来两棵红豆杉，种在学校图书馆的正中
央，笔直挺拔的树干撑起一把绿茸茸的大
伞，在黄叶铺满校园的季节，只有它依旧
保持着盎然生机。 王丽琼站在办公室门口
望得出神，心想，要是能在母校种下这样
一片红豆杉该多好啊!

� � � �回到家后，王丽琼跟父母说出要种植
红豆杉回报母校的想法。 父亲二话没说，
走进里屋拿出积攒的2000元塞给王丽琼
说：“我们家4个孩子读书， 只有你在大学
时免了学费， 买树苗的钱我必须出一部
分。 ”

2011年1月， 四处托朋友买的红豆杉
树苗终于拿到了， 看到那1100株不到20
厘米高的红豆杉树苗， 王丽琼喜忧参半。
对于完全没有种植经验的王丽琼来说，一
切都是从零开始。

为了解红豆杉的生长习性，王丽琼一
边托朋友去园林局咨询专业人士，一边在
网上搜集相关资料。 王丽琼说，红豆杉喜
阴，适于在疏松湿润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
种植。 她还与父亲精心挑选了位于阴坡、
排水性较好的12块田地种植。

工作任务繁重的王丽琼不能时时守
在地里，但只要一有假期便坐一个半小时
的车赶回老家，帮忙除草施肥。 年复一年
的精心培育，原本存活率极低的红豆杉也
感受到王丽琼一家人的心意，存活率竟高
达80%。

8年，2920个日日夜夜的精心呵护，原
本不到20厘米的小树苗终于长至2至3米
高，傲然挺立，郁郁葱葱。

“等70周年校庆时，一定要带着家人
回来看一看母校，看一看红豆杉树下生活
求学的学弟学妹们，看一看曾经给予我无
限美好回忆和温暖的湖南科大。 ”王丽琼
说。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王旖旎）“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 鲜血浇灌出花
开的国度……”今天中午，在湖南省歌舞剧院合
唱团《不忘初心》的歌声中，湖南广播电视台大
型直播活动《连线红土地》在中国共产党长沙历
史馆（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启动。 13场横跨湖
南、江西、福建三省红色革命老区的直播活动将
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生动实践，也是
新闻战线践行“四力”要求的探索。

初心永记，使命永恒。 18年前，为庆祝建党80
周年， 湖南广播电视台首开全国大型连线报道先
河，推出大型直播节目《连线红土地》。 18年后的今

天，湖南广电人重温入党誓词，整装再出发，回到
“初心开始”的红土地。 据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杨壮介绍，这次《连线红土地》大型直播活动，将集
中展现湖南、江西、福建三省红色革命老区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发生的变化。 记者将从中共湘区委员
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居长沙市清水塘出发，
依次走进井冈山、瑞金、于都、古田、长汀、浏阳、汝
城、平江、宜章、道县、通道、桑植。 用13场连线直
播，追寻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的答案。

据悉，从6月14日起，每周五、周六、周日中
午12时30分，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都市、
芒果TV、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NEWS938潇湘之
声将同步直播《连线红土地》。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
员 王少华）今天上午，长沙理工、中南林科大、
湖南农大等12所高校与长沙市天心区企业签订
了“用才用工”校企订单式合作协议。

“这是天心区营商环境优化的落地举措，也是
实现校企资源共享的有效举措。 ”天心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周志军介绍，近年来，该区坚持把做好
就业服务作为推进“民生造福”工程的重要举措来
抓， 把缓解企业用工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内容来抓，积极搭建就业服务和人才培养平台，建

立了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全力
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企业用人方面难题。

在这次校企订单式合作中， 湖南长沙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 天心区人社局与12所高校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将共同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助力破解企业招工难、引才难与高校毕
业生就业难、创业难。

当天，还举办了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50
余家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吸引大批
学生参加。

汉代长沙国王陵遗址
探明首个陵园基本结构

红豆杉林感恩情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余蓉）记
者今天获悉，教育部已致函湖南省人民政
府， 同意湖南商学院更名为湖南工商大
学。 至此，湖南省以“大学”命名的普通高
等学校增至13所。

湖南工商大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

长沙市， 其办学历史可以追溯至1949年，
是一所涵盖经、管、工、理、法、文、艺等学
科的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现有教职
工1284人，专任教师911人，具有正高职称
者151人。 学校为国家培养了11万余名优
秀工商财经人才，被誉为“培育经济湘军

基地，造就职业企业家摇篮”。
此前，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除中南

大学、 湖南大学2所部属高校外，10所省属
“大学”中，有6所非综合性大学分别以农、林、
医、师、理工等为主要门类。 湖南工商大学顺
利更名，补齐了湖南省工商财经类“大学”缺
席的短板，优化了全省高等教育布局，为湖
南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也为
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了更好选择。

湖南商学院正式更名为湖南工商大学

肖勇：

青春因奋斗而璀璨

� � � �肖勇 张颐佳 摄

初心永记 使命永恒
大型直播活动《连线红土地》启动

12所高校与天心区企业
开展校企订单式合作

� � � � 6月13日，考古爱好者在汉代长沙国王陵遗址“庙坡山陵园”体验断面调查
考古。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