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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位于长沙闹市区的湘雅医院及医学
院早期建筑，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们是我
国现代医学高等教育和现代医疗事业创
立与发展、湖南现代医学教育发展的历史
见证。 抗日战争时期，湘雅医院成为长沙
地区救助难民、救治抗日将士的主要医教
救护场所。这些建筑还对研究20世纪初近
代大型医教公共建筑和高等学校建筑，具
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最近，它们有了新的身份———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 随着
第八批国保单位名单的公布，在社会面貌
飞速变化的今天，像湘雅医院及医学院早
期建筑一样，湖南又有一批文物单位将受
到更好的保护。

革命类国保文物稳居全国第一
第八批国保单位共有762处， 另有50

处与此前已核定公布的国保单位合并，湖
南新入选国保单位的数量在全国排第5
位。

“我省新增的国保单位有45处，此外，
还有6个原有国保单位增加了6处增补
点。 ” 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介绍，至
此，我省的国保单位达228处，在全国的排
名由第9位提升到第8位。

在陈远平看来，湖南此次入选的国保
单位，种类丰富、特点鲜明。

代表古代文明发展水平的古遗址、古
墓葬有13处，虽然数量不多，但“含金量”
十足。 如益阳故城遗址（兔子山遗址），入
选了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古
遗址、古墓葬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商、战国
及以后各历史时期，对于研究我国人类起
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
发展历程， 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推动作
用。

凝聚了传统村落文化与湖湘建筑历
史的古建筑17处，涵盖桥梁、寺庙、坛庙、

城郭、衙署、寨堡、宅第、建筑群落、会馆祠
堂、亭台楼阁等多种类型。 很多古建筑除
了自身的建筑价值突出以外，还具有较为
重要的多元价值。

此外，还有湘雅医院及医学院早期建
筑、毛泽东水口连队建党旧址等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以及丹口苗文石刻
群、 渠江茶园等地方特色鲜明的文物类
型。

“通过这次国保单位的申报，我省的
文物资源实现了‘完善体系，填补空白’的
目的，优势得到发挥与巩固。 ”陈远平说，
如我省是传统的革命文物大省，在第八批
国保单位公布后， 湖南新增革命文物11
处，总数量增至57处，继续保持革命类国
保文物在全国第一的位置。

在新增的革命文物中，包含了一系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物，对原有革命
文物体系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强化，还重点
加强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代表性文物
的增补。例如，湘西剿匪旧址，记录了人民
军队为保卫新中国所进行的英勇战斗。 合
并项目则使得原有国保单位的价值认知
更加全面，文物构成体系更加完整。

“相较全国的革命文物，湖南一个显
著的特点是革命文物集群比较多。如湘南
起义旧址群、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
群， 以及本次入选的湘西雪峰山抗战旧
址，都涉及多个区县。 ”陈远平说，这些集
群展示了影响中国革命进程重要事件的
历史脉络。

做好项目设计，用好“护身符”
红砖墙，青瓦顶，热闹的长沙市芙蓉

区白果园， 一座复式民国风建筑静立多
年，这是程潜公馆。

程潜是湖南和平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曾居住于此。 随着时光流逝，房屋变得破
旧不堪。 近些年，随着程潜公馆被纳入长
沙市历史旧宅保护维修改造名录、省保单
位后，当地政府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对

其进行了修复，它又焕发光彩，并吸引越
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到此参观。

此次，程潜公馆也入选了第八批国保
单位。

“不可移动文物被纳入文物保护单
位，就相当于有了‘护身符’，依法被保护，
管理也更到位。 ”陈远平说，尤其是上升为
国保单位，意义重大。

缺乏资金往往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拦
路虎。 近年来，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
越重视，抢救保护力度非常大，对国保单
位有专项补助经费。

怎样争取到专项补助经费？ 陈远平为
文物保护单位支招：“资金随着项目走，按
照要求做好科学合理的项目规划设计，就
能争取到国家的支持。 一方面，文物单位
要做好文物保护的项目设计规划，确保设
计技术达标；另一方面，要保证在实施阶
段用好每一分钱， 让文物真正得到保护，
并发挥出它的价值，让老百姓有获得感。 ”

陈远平说，近年来，我省的文物保护
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一直保持“量稳质
优”的良好态势。 对于新增的第八批国保
单位，省文物局将依照《文物保护法》的要
求，认真做好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组织
做好文物“四有”档案和基础信息登记工
作，尽快树立保护说明碑，完善保护管理
机构，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并积极争取国
家专项补助经费，督促文物保护单位管理
机构尽快编制文物保护规划和本体保护
方案，统筹安排，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利用
的关系，使文物成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积极力量。

“升级为国保单位，湖南的不可移动
文物资源潜力仍然很大。 ”陈远平说，一定
要进一步加大文物普查和抢救保护的力
度，特别是湖南作为地下文物大省，基本
建设要慎重，里耶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
等重大发现都是在建设时发现的，建设之
前要依法依规依程序，做好考古和文物保
护工作。

� � �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全国
新增762处单位，其中湖南45处。 湖南新入选国保单位的数量在
全国排名第5位，全省国保单位总数排名上升至全国第8位———

晋升“国保”，
用好文物“护身符”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刘勇） 今
天是星期一， 但农博会“湘赣红” 湘赣边区
优质农产品展区内依然人头攒动， 热闹非
凡。

该展区总面积接近400平方米， 来自湖
南10个县市区及江西14个县市区的48家企
业， 将产自罗霄山脉一带的优质农产品带到
了现场， 供客商和消费者挑选。

这些产品主要包括稻米、 茶叶、 茶油、

脐橙、 蜂蜜等。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并购
买到湘赣边区的优质农产品， 湘赣两省农业
农村部门还联合筛选了83种特色优质农产
品， 放在电商平台进行展示销售。 其中， 湖
南特色农产品31种， 江西特色农产品52种。

本届农博会还围绕湘赣边区各县市的特
色优质农产品开展专场推介活动， 努力探索
创新对省际革命老区的帮扶， 助力湘赣边区
群众脱贫致富。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张圣洁）26日，农博会分会场活动———第七届
爱故乡大会暨湖湘乡村振兴论坛， 在湘江
之畔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千龙湖举行。 来
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名农业领
域专家、学者、企业家、镇（村）负责人、农村
工作者汇聚一堂，交流经验，研讨乡村振兴
发展。

当天上午，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
温铁军教授作了题为《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
振兴战略》主旨演讲。 他认为，通过生态资源
价值化实现三产融合，发动市民下乡与农民

联合创业形成城乡融合，有效发展新型集体
经济，是乡村振兴必由之路。

下午，来自花垣县十八洞村、望城区光
明村、新化县油溪桥村，以及河北馆陶县寿
东村、陕西礼泉县袁家村、四川郫都区战旗
村等6个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村的村党组织书
记，用鲜活的事例和接地气的语言，分享了
他们的乡村振兴实践经验，这些“乡土中国
故事”让与会代表深受启发与鼓舞。

本次论坛由长沙市农业农村局、望城区
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主办，
持续两天。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通讯员 陈秋平
记者 周月桂） 乌干达的芒果干、 肯尼亚的
夏威夷果、 南非的红酒和防皲裂膏、 突尼斯
的橄榄油、 东非的咖啡豆……一批非洲商品
出现在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 （湖南） 农业博
览会上， 电商平台“非洲心选” 为消费者带
来了这些来自非洲的优质产品。

今天， 博览会进入第四天， 展台上的部
分商品已经卖断货了， 非洲的辣木籽、 芦荟

胶、 芒果干、 防皲裂膏、 红茶等都十分畅
销。 据了解， “非洲心选” 由电商平台Kil-
imall开发并运营， 在今年6月举行的中非经
贸博览会上正式上线， 为消费者提供了购买
非洲商品的线上渠道。 该平台负责人张藉
说， 非洲有很多独特的美食和工艺品， 如南
非和肯尼亚的红酒、 红茶、 咖啡等。 希望通
过本届博览会让非洲农产品更直观地走进消
费者心中， 为中非经贸交流搭建桥梁。

丰收盛会“湘”约农博

湘赣边区优质农产品联合展出
探索创新对省际革命老区的帮扶

湘江之畔共商乡村振兴
第七届爱故乡大会暨湖湘乡村振兴论坛举行

非洲商品走俏农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