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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麻正规

10月27日上午，凤凰县城，细雨
绵绵。9时10分， 中国·凤凰第七届苗
族银饰服饰节巡游活动拉开帷幕。

在最前面扛牌、引路的，是东道主
凤凰县九里边城银凤队，紧接着是凤
凰县山江镇、禾库镇等苗族聚集乡镇
银饰服饰队；广西融水县、南丹县，贵
州松桃县、都匀市、黄平县、台江县，以
及我省靖州、吉首、花垣苗族银饰服饰
表演队依次走向桔园路、南华门、沱江
边……

一时间，凤凰县城大街上，有了由
大红、浅红、粉红、嫩绿、淡蓝等多种彩
色布料或苗绣共同组成的千姿百态
的苗族靓丽服装；服装上，更有造型各
异、不同寓意的银饰。苗族银饰和苗族
服饰制作技艺早已成为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

参加巡游的队员，有上了岁数的
苗家阿婆，也有风韵正足的苗家阿嫂，
更有青春洋溢的苗家阿妹和稚气未

脱的苗家女童，还有英俊潇洒的男士，
一张张笑脸上写满甜蜜、自信。

贵州黄平县银饰服饰表演队中，
一位50多岁的苗家汉子引人注目。

他身穿苗服，头带如皇冠一般的
银饰，上身也挂满了粗大的银饰。他告
诉记者，他姓欧，他装扮的是“苗王”，
银饰总重达30公斤。

美丽的苗族服饰， 随着表演队徐
徐行进，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过往行
人、街两边居民的目光都被紧紧吸引过
去，或停下脚步，或停下了手中的活儿。

行走间，银饰之间碰撞，发出叮叮
当当的声音，犹如天籁之音，在大街上
传递。

南华桥边，来自广州的几位客人
用“粤味”很浓的普通话赞美：“太美太
美，以前从没见过这种美！”

87岁的颜婆婆和85岁的麻婆婆，
是凤凰县城居民，也伸出大拇指，赞叹
活动搞得好。

表演队来到沱江边。随着毛毛细
雨飘落，此时江面上有了轻纱般的雾
气，似真似幻。

沱江边游客更多，相机、手机、自
拍杆，大家统统用上，把美丽的银饰服
饰与美丽的苗家人定格在沱江边。

每一个表演队都非常友好， 走过
沱江上的木板桥时，在“摄友”们要求
下，纷纷摆出各种姿势与造型，让他们
拍个够。

沱江两边表演队中，一边有“喔嗬
嗬”的叫唤声传出，另一边必有“喔嗬
嗬”的喊声回应。这些声音，与表演队
中吹响的芦笙一同落在江面， 久久回
荡。

趁在北门码头上排列队型的空
隙，花垣表演队中年轻、小巧、漂亮的
龙朝晖，重新梳理了一下头发。几位武
汉来的女游客一边摸着她的苗服，一
边称她像“小龙女”。广西融水表演队
中的几位苗家阿哥， 还主动过来与她
合影。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
割……” 表演队最终汇集在沱江边
“跳岩”处，人手一面红旗，大家高唱
《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和红旗，汇聚成
一片欢乐的海洋。

满城风情 满城欢乐
———中国·凤凰第七届苗族银饰服饰节巡游速写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建筑垃圾变成神奇的铺路石，破旧报纸“化
身”为鸡蛋托盘，废钢烂铁重新成为炼钢的材
料……这些都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施的“魔法”。

2019湖南“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博览会预
热活动———“再生资源回收的创新模式”研讨会
近日在长沙举行， 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为湖
南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发展出谋划策。

我省再生资源产业年总产值
近1500亿元

中南大学资源循环研究院副院长余海波
说，再生资源回收已经走过了“三代”，第一代
走街串巷“收破烂”，第二代在城市街道拐角
建立废品回收站，第三代企业商业化运营，再
生资源回收逐渐往规模化、 规范化和标准化
的方向发展。

如今，“垃圾是放错了的资源”“变废为
宝”等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大多数人并不知
道，日常生活中的回收行业，如将瓶子、纸张、
包装盒等收集整理送到废品回收站等环保行
业， 已经成为构筑起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千亿
产业的基石，也成为循环经济的基础。

省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8年， 全省再生资源产业总产值近
1500亿元，同比增长12%，资源回收量超过3000
万吨，同比增长18%，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再生资源回收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从
全省范围来看，有色金属、废钢、废纸的回收
利用， 在规模化发展和集中度程度上有较明
显的优势。湘潭、郴州、张家界、怀化4个城市，
被批准为省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试点城
市。”湖南省循环经济研究会执行会长周儆介
绍，各地依托当地的资源禀赋的产业传统，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再生资源产业。

如长沙再制造产业基地， 已聚集企业70
家， 成为中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再制造产业
集群；衡阳、郴州等地，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
有色金属综合循环产业链条；宁乡经开区，以
邦普循环、 雅城新材等龙头企业为首打造的
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基地，已初具雏形。

亟须破解布局散、层次低等问题
家住福元西路的陈娭毑平日会在小区垃圾

桶捡拾废品，而后送到附近的回收站卖掉。两年
下来，她“摸清”了回收站的买卖套路：废钢铁、
废铜、废纸等利润高，回收站争抢收购；废玻璃、
废塑料等品种获利小，收购积极性不高；对废旧
家用电器、电脑等电子产品，处理难度大、基本
随垃圾丢弃，或者直接拒绝回收。

“一些回收点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
效益，‘利大抢收，利小少收，无利不收’的现象
普遍存在。”研讨会上，人们对此颇有共识。

目前， 湖南全省共有再生资源回收网点

8600多个、回收加工利用企业近600家、专业
性分拣中心70多个、交易市场近30个。

网点数量虽不少，但仍有许多“一台秤、一
片地”的回收站，而且还有很多回收站设在城
中心居民区，因其分布散、层次低、规模小，长
期处在脏乱差、无序的“回收交易链”状态。

“如果可以，还是要给一些回收站、行业企
业一定的宽容度。”省循环经济研究会执行会长
周儆坦言，政府政策支持当然必不可少；行业企
业也要转变观念、跟上市场和政策节奏。

长沙必时科技有限公司的“互联网电池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回收模式”案例，入选了商务
部2019年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创新案例。

必时科技创始人章程介绍，公司与消费型
锂电应用产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合作，创新性利
用成熟的电商平台和物流体系，使锂电池回收
“一举三得”：产品商家提升了服务水平，消费
者获得了更好的购物体验，回收锂电池降低了
成本、提升了梯次利用价值。

打通回收“后端”加工企业是关键
10月18日，湖南巨强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强科技”）的超白光伏压延
玻璃生产线点火烧窑，将在20多天后正式投产。

巨强科技副总经理邹林介绍，这条生产线
利用超白废旧玻璃生产超白光伏玻璃，能够日
产玻璃150吨，填补了湖南省的空白。目前，巨
强科技年处理废旧玻璃能力超过50万吨，完
成了湖南八成的废旧玻璃再利用。

时下，再生资源回收“前端”的垃圾分类已
经全面铺开，行业随之进入转型阵痛期，怎样
才能“玩得转”？

“没有‘后端’的再加工，‘前端’做得再好
也没有意义，所以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后端’
企业‘冒’出来，现有企业也能够持续创新技
术、模式。”周儆说。

政府在大力引导。 省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处副处长聂仁孝透露， 我省将建立再生
产品和原料推广使用制度， 列入了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将建筑砂石骨料、再生纸
等14大类再生资源产品， 纳入了省两型产品申
报范围，以期通过政府采购加以推广，并逐步扩
展到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领域。

企业在积极创新。技术上，金龙铜业的废铜
冶炼一次成形技术、 万容科技的医疗废弃物低
温热解技术、 云中科技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技术、金贵银业的白银提取技术全国领先。

模式上，不少规模企业搭建了“互联网+
回收” 平台。 汨罗同力循环科技创办的

“CN2401”再生资源网，成为全国最大的互联
网交易平台。

机制上，长沙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
府主导、法制管理、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管
理和运行机制，助推联合餐厨成为全国处理规
模最大的同类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金秋十月的一个周末，记者走进坐落
于湘江东畔的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古镇，感
受这个“新晋”省级文旅小镇的热闹繁华：
新华联铜官窑古镇园区，游客们尽情享受
《铜官窑传奇秀》 等以铜官窑为IP打造的
娱乐项目；长沙铜官窑博物馆里，年轻人
紧跟着“网红讲解员”聆听“黑石号”沉船
的传奇故事；铜官古街上，人们或体验陶
艺课程，或流连各店铺挑选喜爱的文创产
品。

作为世界釉下彩瓷的发源地，铜官窑
生产的陶瓷曾出口到东南亚、西亚、北非，
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然
而沉寂多年后，这一传统陶瓷产地重现光
芒， 在文旅产业遍地开花的今天脱颖而
出,其成功秘诀是：为传统陶瓷插上“文创”
翅膀，让其展翅高飞。

文创平台汇聚资源
走进铜官陶瓷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

刘坤庭的工作室，记者得知他最近多了一
项日常功课，那就是在抖音上记录、分享
创作过程。6月7日，他抖音“首秀”即收获
84万个赞，4个多月来共发布10个视频，吸
粉21.3万人，迅速成为“新晋网红”。

点开视频， 只见刘坤庭专注于泥坯，
多年养成的分寸感体现在手指捏塑的轻
与重、虚与实中，动作如行云流水。不一
会，一个笑容可掬、神采飞扬的中国娃娃
就成型了。“爷爷手好巧！”“中国工匠，这

才叫艺术！”网友们激动地留言。
实际上，这是铜官陶瓷创新创客中心

的一次成功“试水”。2018年，铜官古镇与
湖南金贝珈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
托运营协议， 打造以铜官陶瓷为主体、同
时延伸至湖湘非遗文创产业的创新创客
平台，包装推介铜官老匠人正是该平台的
一项重要工作。

“中心总面积5359平方米，囊括铜官
窑展示与体验中心、 湖湘非遗与传习中
心、青年创客中心、国际艺术家驻地工作
室等丰富业态。” 铜官陶瓷创新创客中心
负责人张金良介绍， 这里将汇集铜官陶、
醴陵瓷、景德镇柴烧、湘绣、剪纸等各种非
遗产品与文化，青年创客在此获得品牌塑
造、产品包装、电商推广等服务从而快速
孵化。目前，该中心招商已完成63%，预计
2020年初正式运营。

与此同时， 古镇涌现出各类平台，为
企业与创客的发展加足马力：产业服务平
台为小型工作室低价提供优质泥料、釉
料、烧制服务等，以节省其运营成本；投融
资平台以贴息贷款的方式为有发展前景
的文旅企业注入“天使资金”， 扶持其发
展； 铜官陶瓷协会引导业内大师交流共
享，助推铜官陶瓷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品
牌化发展。

文创人才百花齐放
漫步铜官古街，许多游客发现这里又

新添了一个触摸历史的地方———夏国安
艺术博物馆。

青瓦白墙的园子， 古色古香的门楼，
绿树掩映中，3栋从安徽与浙江“时空转
移”过来的古民居并肩屹立，那历经岁月
洗礼仍清晰精致的雕花门窗，仿佛在述说
着古老的江南故事。博物馆中，南宋的石
刻、 明代的绘画造像、 清代的雕花大床、

“黑石号”铜官陶器等5000多件夏国安的
毕生藏品，展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

“当得知益阳籍收藏家夏老师想进驻
铜官时，政府高度重视，争取将该项目列
入望城区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成立专门班
子提供‘保姆式’服务，并对原址闲置校舍
中的教师、 居民进行了妥善转移安置，全
力以赴为项目腾空间。” 铜官古镇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古镇为推动文创产业发展，
对文创人才打出了一套“内提外引”的组
合拳，例如出台引导政策、拨付扶持资金、
开展产业培训、带领匠人和创客“走出去”
参加展会等。

在这片沃土上，文创人茁壮成长，尽情
施展才华：“80后”艺术家黄于纲将美术、雕
刻、空间创作与铜官陶瓷相结合，创作的后
现代作品深受年轻人喜爱；“泥人刘” 第四
代传人刘嘉豪在互联网上以“押窑”的方式
销售柴烧陶器， 这种神秘感和参与感得到
许多风雅之士的追捧……

近3年来，铜官古镇新增创客群体200
余人，新增小微企业50余家，带动5000余
人就业，2018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突破
100万人次，“铜官窑” 已成为国内知名品
牌并初具国际影响力。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浏阳文家市是湘赣边界有名的红色
小镇。历史遗迹众多、红色资源丰富，是湘
赣边红色旅游的节点城镇和中转站。

1927年9月19日，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
部队在此会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
确道路。2018年域内游客接待量达458万
多人次，逐渐成为湘赣边红色旅游的“龙
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家市掀
起了一股红色旅游热潮,今年1至10月，该
镇的核心景点———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
纪念馆，接待游客120多万人次，创下历年
来游客接待量新高。

偏远的边城小镇为何如此受人青睐？
10月22日，记者来到浏阳文家市镇探秘。

红色文旅小镇成网红打卡地
进入文家市集镇， 穿过繁花似锦的秋

收大道， 就可以看到气势恢弘的秋收起义
纪念园。 一条红色文化中轴串起面积约
5000平方米的秋收起义广场, 沿秋收起义
广场拾级而上，便是庄重典雅的新陈列馆。

这座新陈列馆于2017年9月建成开
放， 面积近7000平方米， 新馆馆藏文物
736件，包括长龙炮、钟表箱、油灯等珍贵
文物。秋收起义广场的左侧是秋收起义文
家市会师旧址———有着178年历史的里仁
学校，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
部队在此会师。

虽然已经过了旅游旺季，秋收起义纪

念园内前来参观的游客仍是络绎不绝。
“仅10月22日上午，我们就接待了8个批次
近2000名游客。”讲解员介绍说，今年又恰
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截至10月22日， 该馆还为全国4000多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逾30万党员干部提供了
党性教育服务。

离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不远
的红旅营，近千名来自长沙市岳麓中加学
校的学生正在营地体验生活。今年9月，景
区配套建设了民兵训练基地、红旅营等体
验项目，受到江西、长沙等地学校和研学
机构欢迎，红旅营自9月19日开放以来，一
共接待了5000多人次。

小镇发展红色旅游， 还带动了周边
餐饮住宿消费 ,也成了网红打卡地。新陈
列馆建成开放不久， 文家市里仁屋场的
彭传科父子就将纪念馆边上的13间老房
子改造成了红米饭农庄， 饭庄一次性可
接待三四十桌客人， 平时每天接待有20
桌客人。在红旅营带动下，里仁屋场30多
户村民将自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 为游
学的学生提供住宿， 目前床位达到500
个。

多方联动打造红色大景区
今年以来，文家市喜事连连。
9月初，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被评为湖南省干部党性教育基地。10月16
日，国务院核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
局确定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
以及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

项目进行公布，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
增补点等榜上有名。10月底， 文家市镇又
将被授予湖南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

一系列荣誉和成绩与文家市镇锐意
推进特色文旅小镇的建设密不可分。

2017年2月， 文家市开创“镇-馆-
司”融合发展机制，创新景区开发和特色
城镇运营的新模式。 文家市镇政府与秋
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浏阳市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 三方以秋
收起义纪念园、旧址、旧馆为核心，3年
内计划投入8亿元联手打造6平方公里
的大型红色风景名胜区， 实现纪念园由
景点向景区的跨越。

从单一的红色景点到红色大景区的
转变，文家市不是“一个镇在战斗”。相邻
的中和镇， 拥有同样丰富的红色资源。
2015年底，“湖南最美乡村公路”———荷文
公路建成通车，并成为连接会师纪念馆和
胡耀邦故居的“红色专线”。

文家市镇有关负责人表示，两个景区
之间距离不超过5公里，文家市和中和“两
镇两馆”可以形成优势互补，擎起浏阳红
色旅游产业核心板块。目前，两镇正在联
手推动区域内两个4A级景区联合创建国
家级5A景区，构建“两镇两馆”发展共同
体，打造红色大景区。

文家市红色小镇名声越来越响。2018
年文家市镇实现域内游客接待量翻番，达
458.3万人次， 实现文旅综合收入8.57亿
元。通过旅游吸纳就业逾3万人，带动周边
群众人均增收1272元，增长8%。

传统陶艺展翅飞
———望城区“铜官小镇”见闻

经济视野
当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新时尚———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站上“风口”

10月28日，长沙市高新区麓谷，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新院主体建设已完工，正在进
行内部装修。该医院是一所现代化大型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于去年3月启动新院建设。新院总
建筑面积超9万平方米，总投资6.5亿元，由门诊楼、医技楼、病房楼和综合办公楼等部分组成，预
计今年建成，明年正式投入使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中信湘雅新院雄姿初现

红色小镇分外“红”
———浏阳文家市镇见闻

小镇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