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一” 前夕， 凤凰县禾库镇党员举行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 欢庆党的生日。 程明君 摄

润物细无声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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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杨文伟 ）今天 ，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历经

3

年艰苦修订的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 》（

2010

年版 ）

7

月

1

日起正式

颁布实施，

1983

年版规范同时废止。

据悉 ，与旧版规范比 ，新版 《规

范》有两大特点 ：一是收载品种多 。

新《规范》收载传统中药饮片

980

种，

与老版《规范》比，新增收载品种

331

种；新型中药饮片 （中药超微饮片 ）

180

种 。收载的品种数之多 、范围之

广为国内各省市同类炮制规范之

首。 二是新规范对每个收载品种均

建立了全面的质量控制指标， 改变

了老版 《规范 》饮片来源无学名 ，无

质量控制指标以及无法检验中药饮

片质量真伪优劣的窘境。

据悉， 新版标准均选择我省批

准的生产量大、 使用面非常广泛的

中药超微饮片和中药超微配方颗粒

品种， 作为新型中药饮片收载到新

版炮制规范。且均建立了高标准的质

量指标。在质量控制上，新标准对每

个收载品种均建立了全面、严格的指

标。品种正文内容有名称、来源、炮制、

成品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含量测

定、性味与归经、作用与用途、用法与

用量、注意、贮藏、处方应付、附注等

项。在鉴别饮片真伪上，新规范规定凡

药材法定标准中收载有用对照药材、

采用薄层色谱鉴别的，均作为饮片首

选鉴别方法；此外，选取显微鉴别（多

用粉末）、化学鉴别、对照品薄层色谱

鉴别，也是重要的鉴别手段，具有良好

的专属性。

为防止饮片加工的粗制滥造和不

法商人的掺杂使假，新标准还确定相应

的浸出物、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或含

量限度。如对一些需浸泡后再切制的根

茎类药材订立浸出物指标；对有可能人

为掺入泥沙的种子类或动物类药材规

定酸不溶性灰分限度；对西洋参、西红

花等贵细药材订立含量限度。

新版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今起实施

●收载品种1160个，为国内之首

●对每个收载品种均建立了全面的质量控制指标

“无票”乘车受伤责任谁担

契丹文物

省博开箱布展

4件草原“宝物”光芒耀眼

6

月

30

日， 博物馆工作人员开箱展示契丹文物 “金面具”。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 随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打开

木箱 ， 取出填充物 ， 出土于辽墓

的金面具 、 银蹀躞带和鞧带 、 鎏

金高翅银冠 、 高足玻璃杯

4

件 “宝

物 ” 呈现在众人面前 ， 光芒闪烁

刺眼 。 今天 ， 从内蒙古运抵省博

物馆的契丹文物开始开箱布展 。

“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华展 ”

将于

7

月

10

日正式开展。

今天开箱的

4

件 “宝物” 中的

3

件 ， 即金面具 、 银蹀躞带和鞧带 、

鎏金高翅银冠， 来自

1986

年在内蒙

古通辽市发掘的陈国公主墓。 陈国

公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二弟耶律隆

庆的女儿， 其驸马为辽圣宗齐天皇

后之兄萧绍矩， 其祖母即是赫赫有

名的萧太后。 史载， 陈国公主于辽

开泰七年 （

1018

） 去世 ， 年仅

18

岁， 其墓建于同年。

金面具出土时覆盖于陈国公主

面部。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专家盖之

庸介绍， 面具是根据陈国公主真容

制作而成， 呈半浮雕形， 用薄金片

锤击成形， 眉、 眼局部锤錾， 制作

精细。 周边有

33

个穿孔， 用细银丝

沿着穿孔将其与头部网络连缀起

来 。 这是我国第一枚出土的金面

具， 改变了人们先前认为黄金面具

只是中亚青铜时代文明之物的看

法。

银蹀躞带一副

67

件， 用薄银片

制成。 每侧各有

5

条带， 每带镶

8

件

狮形玉饰 。 银鞧带

1

组

41

件 ， 亦用

薄银片制作， 由

1

条长带和

2

条短带

连成， 带上镶玉节和狮形玉饰。 盖

之庸介绍， 契丹人是 “马背上的民

族”， 银蹀躞带、 鞧带垂挂于马背两

侧， 起装饰作用。

鎏金高翅银冠出土时戴在陈国

公主头顶。 该冠用鎏金薄银片分片

锤击成各部位的形状， 再用细银丝

缝缀加固而成。 冠正面和两侧立翅

镂空并鎏刻火焰宝珠、 凤鸟和卷云

等花纹。 冠顶缀饰有背光的元始天

尊像。 盖之庸认为， 此冠以道教人

物为饰反映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的

传播。

高足玻璃杯于

2003

年在内蒙古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年代可

追溯到辽代早期 。 此杯晶莹剔透 ，

质地精良 ， 造型精美 ， 保存完好 。

式样与现代的西洋酒器极为相近 ，

为伊斯兰地区常见的器物。

据介绍， 展览主要展出北方草

原游牧民族契丹族在建立大辽帝国前

后的文物。 展品总数为

114

件 （套），

包括金银器、 瓷器、 玻璃、 玛瑙、 漆

木、 玉石等， 其中近半是国家一级文

物。 展览分 “马背上的民族”、 “粗

食华器”、 “穿金戴银” 和 “生命的

遐想” 四大部分。

电子邮箱：

lijunjizhe998@163.com

联系电话：

0731-84329539

主持人：李军

酉水船工号子有遗篇

5

月， 湖北神农架行政区迎来

了自己

40

岁 “生日”。 作为全国唯

一以 “林区” 命名的行政区， 这

个当年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木材

供应基地， 如今早已不闻伐木声，

而是以全球 “人与生物圈 ” 和

“亚洲生物多样性永久性示范基

地” 这两张 “金” 名片， 力证了

自己重要的绿色地位。

从砍树到护林再到生态建设，

神农架林区的发展之路对我们今

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无疑具有

标本意义。

与共和国众多的 “石油城”、

“煤炭城” 等一样， 位于湖北西部

边陲的神农架也因资源而兴。 从

1956

年起， 人们走进沉寂千年的

大山 ， 向深山要资源———木材 ，

累计有

300

余万立方米商品木材从

这里奔向大江南北。

上世纪整个七十年代 ， 神农

架几乎砍疯了，

10

年间森林覆盖

率锐减

11.6%

。 有国外媒体惊呼：

要不了多久， 这片中纬度地区仅

存的原始森林将从地球上消失 。

一些国内外科学家和有识之士纷

纷呼吁 “拯救神农架”。

1998

年， 长江大洪水让人们

进一步认识到神农架巨大的生态

价值： 绿色的神农架就像一道看

不见的大堤， 牢牢锁住了长江流

域三分之一的流量。 因此， 洪水

退去， 国家立即启动了天然林保

护工程。

2000

年

3

月 ， 神农架壮士断

腕， 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 五千

林业职工放下赖以生存的油锯 、

斧头 ， 迅速完成了由 “伐木人 ”

向 “护林人” 的转变。 神农架人

在全国第一个发表 《绿色责任蓝

皮书》， 全面承担绿色责任； 倡导

绿色

GDP

概念 ， 成为全国首批核

算试点单位；

2000

年以来 ， 全区

累计造林

14.5

万亩 ， 森林覆盖率

恢复到

88%

（保护区内达

96%

），

超过开发前的水平， 森林蓄积量

年均增长

20

万立方米。 这片神奇

的土地上的生态迅速恢复。 生物

多样性保持完整， 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金丝猴数量增至

1300

多只。

林区积极推进政府主导型战

略， 准确定位于生态旅游， 运用

市场机制， 投入开发资金两亿元，

加大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初步奠定了全区旅游一盘棋的格

局。

2009

年， 全区旅游收入

5.5

亿

元， 同比增长

99.6%

； 接待国内外

游客

166.4

万人次 ，

7

年内增长了

80

倍。

本报

6

月

30

日讯 （记者 李茁 ）记者

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 郴州、 资兴两

级公安机关民警千里追踪， 日前成功

破获一起特大跨国贩卖毒品团伙案，

抓获以黄某为首的资兴籍贩毒团伙主

要成员

3

名以及武汉籍贩毒下线

1

名，

共缴获毒品麻古

15

万余粒， 重达

15.1

公斤 ， 彻底摧毁一条由缅甸直通湖

南、 湖北的毒品通道。

2009

年

11

月， 资兴市公安局在深

挖一起吸毒案件时， 掌握到资兴籍人

黄某涉嫌贩毒， 遂立案侦查。 民警查

明， 犯罪嫌疑人黄某 （资兴市清江乡

人） 以承包工程、 开矿等合法商业活

动为掩护， 实则从事毒品贩卖。 黄某

长期纠集在资兴的两名 “下线” 谷某

（资兴市人）、 赖某 （资兴市人） 多次

运输毒品从缅甸经云南到资兴， 再将

毒品分别贩卖到郴州、 长沙、 武汉等

地， 从中获取暴利。

今年

3

月初， 郴州市公安局成立

专案组展开侦查。

5

月

19

日， 民警获

悉一条重要线索： 黄某已与缅甸方面

毒枭联系好， 准备带领 “马仔” 前往

中缅边境的云南省临沧市贩运一批毒

品麻古到资兴。 当晚， 专案组民警立

即前往临沧市进行跟踪。

6

月

2

日， 黄

某等

3

人在昆明机场会合后驱车前往

临沧市南伞镇， 由南伞出境进入缅甸

老街。 交易完毕后， 谷、 赖二人携带

毒品驾车取道广西返回资兴， 黄则经

昆明乘飞机飞至广州后转回资兴。

6

月

11

日， 黄某带领赖某从资兴出发，

将毒品运抵武汉。 当天晚上， 黄某从

武汉返回资兴， 赖某则留在武汉与当

地贩毒人员进行交易。 专案组及时出

击， 当天在武汉将赖某抓获， 缴获

13

万余粒毒品麻古。 当天， 资兴警方在

当地将犯罪嫌疑人黄某、 谷某抓获。

至此， 该团伙的

3

名主要成员全部落

网。

6

月

18

日， 专案组民警乘胜追击，

在武汉市江岸区将该团伙武汉籍贩毒

下线徐某抓获， 并当场缴获毒品麻古

2

万余粒。

转战湘滇鄂 擒获三毒枭

郴州破获特大跨国贩毒案

判决结果：

6

月

29

日， 祁东县人

民法院执结了该县运输总公司因乘

车纠纷、 赔偿村民王户云损失一案。

6

月

12

日， 祁东县法院依法作出一审

判决 ， 县运输总公司赔偿王户云医

疗 费 、 护 理 费 等 各 项 费 用 共 计

12132.9

元， 驾驶员肖诗军不承担赔

偿责任。

案情回放 ：

2009

年

9

月

17

日上

午 ， 该县步云桥镇雷公村王户云乘

坐车牌号为湘

DY6836

的公共汽车去

步云桥镇赶集 。 上车后不久 ， 她交

了

2

元的车费， 但未索取车票。 当车

行至该镇梅下村地段时 ， 因道路不

平发生颠簸 ， 王户云从座位上跌倒

在车厢地板上而受伤 。 她当即与司

乘人员发生纠纷 ， 后经协商 ， 由乘

务员退还其

2

元车费， 另支付

47

元作

为赔偿。

回家后 ， 王户云先后两次住院

42

天， 花掉医疗费近万元， 经司法

鉴定为腰椎压缩性骨折。 今年

1

月

29

日 ， 她将车主县运输总公司及驾驶

员肖诗军告上法庭。

争议焦点 ： “无票 ” 乘客是否

构成和车主的客运合同关系 ； 汽车

驾驶员是否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祁东县法院法官伍中

民认为， 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

同生效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

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

交易习惯确定。第二百九十三条载明，

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

成立，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

易习惯的除外。此案中，王户云已支付

了票款， 按当地人的习惯， 未索要车

票，符合按交易习惯形成合同的情形；

另一方面，从她受伤后，司乘人员退还

车费并给予赔偿这一事实及证人证

词， 都可以认定她与祁东县运输总公

司之间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公路旅客运

输合同关系。同时，合同法第三百零二

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

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伤亡

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

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造

成的除外”，本案原告王户云对自己乘

车受伤没有过错， 被告祁东县运输总

公司对她在乘车时遭受的人身损害应

承担赔偿责任。

驾驶员肖诗军， 其驾车行为属于

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 不是合同一方

当事人。 而且， 经法院审理查明， 他

持有合格驾驶证， 驾车中也没有违章

行为， 对造成原告损害既无故意， 也

无重大过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 “雇员从事雇

用活动中致人损害的， 雇主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的规定， 肖不应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温馨提示： 旅客乘车时一定要注

意索取、 保管好票据， 这是保护自己

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 马虎不得！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伍中民 詹靓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千百年来， 行驶在酉水河上的

船工们在长期战险滩、 斗恶浪的过

程中，创造了一种粗犷雄浑、高亢激

昂、 呼喊夹着歌唱的调子———酉水

船工号子。 它记录了劳动人民与酉

水拼搏抗争的历史。

2008

年，酉水船

工号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酉水， 是湖南四大水系之一沅

水的支流， 自古就是上游重庆酉阳

和湘西龙山、中游保靖、下游永顺和

古丈等地沿岸百姓通往外界的主要

通道。 酉水河谷狭窄水深， 水势湍

急， 险滩频生。 人们通过木船下沅

水，达洞庭，通长江，将湘西的特产

销出去， 再将外界先进的科技以及

生活和生产用品引进来。

酉水船工号子分为橹号子、桨

号子、纤号子、卸货号子等，品类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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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曲调、节奏各异，所反映的

内容分为历史传说类、 水路分段记

述类和风俗生活类， 彼此间相互穿

插、相互糅合。其中“桨号子”雄浑厚

重，流传广泛，歌唱起来也极具冲击

力和感染力。 过去物质生活极度贫

乏，时时与险滩恶浪抗争，天天同死

神擦肩，船工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尽在慷慨高昂的号子呐喊中。

酉水船工号子在酉水上下游之

间的保靖河段最流行。 较之其他地

区， 沉淀在这里的酉水船工号子传

唱形式最古老、内容最完备，它唱尽

了酉水流域土家人的生产、生活、习

俗、性情、交易、名山、市镇、险滩，不

仅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 还兼有几

分诙谐与玩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路交

通的发展， 船不再是主要的交通工

具， 特别是本世纪后酉水河上保靖

县碗米坡水电工程的建设， 阻隔了

通途， 船的行程越来越短， 险滩消

失， 船工失去了高唱酉水船工号子

的环境和条件。 加上大部分老船工

去世， 尚在的老船工因为年龄太大

记不起来， 酉水船工号子面临着成

为飘逝的绝唱的处境。

从

2005

年开始实施的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 带来了酉水船工号

子传承发展的春天。 当地政府部门

高度重视酉水船工号子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出台了具体

的保护实施方案，制定了保护规划。

文化部门对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

从他们那里搜集资料， 并发动他们

深入田野调查， 充分挖掘酉水船工

号子这一土家文化瑰宝， 这其中老

船工张官坤功不可没。

生于

1933

年的张官坤 ，

13

岁开

始下河学驾船，

18

岁跑运输，下河起

就跟着老船工们接触酉水船工号

子，

60

岁从州航运公司退休， 桨号

子、橹号子、纤号子等，在他的头脑

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也成了他一生

的最爱。

2006

年开始，他到酉水沿岸

走家串户， 召集曾与他一同高唱过

酉水船工号子的老船工们回忆唱

法， 后来整理出内容完整的桨号子

《三硇九洞十八碛， 七十二岩到石

堤》和劝世文《唱骨牌》。

张官坤作为酉水船工号子的领

头人物， 保靖县申报其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时， 就是由他领唱桨

号子的， 那时他一边有节奏的在地

上拍打着左脚，一边高声唱：保靖码

头很有名，天开文运在对门，哎哟哟

嗬，哟嗬哟嗬……

让张官坤感到非常痛心的是 ，

酉水船工号子这一深受酉水流域土

家族人喜爱的民间音乐， 随着社会

的发展，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消失，保

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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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的船工都不会唱。为

了保护和传承，

2006

年以来，张官坤

不计报酬， 不遗余力教周围感兴趣

的人唱酉水船工号子， 先后带出了

张和友等

9

名徒弟，其中徒弟张君林

参考他整理的《酉水号子》，创作出

歌曲《我是酉水人》，获第二届湘西

自治州“五个一工程”二等奖 。

2009

年， 张官坤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传承人。

有了文化部门的呵护和支持 ，

以及有张官坤这样倾力传承的热心

人，酉水船工号子如枯木逢春，又发

出了嫩芽。“我们要把它唱得更加嘹

亮。”张官坤满怀期待。

本期主题：酉水船工号子

采写：田二文 彭秀莲

整理：本报记者 李国斌

电子显示屏上 ， 各种知识滚动

播出 ； 办公桌上 ， 各类书籍随处可

见……走进长沙县检察院 ， 随时随

处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学习氛围。

6

月

25

日， 面对来访的记者， 检

察长刘革强对 “学习” 感悟良多： 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好比春雨润物细无

声， 为长沙县检察院各项业务工作带

来了满园春色。

背景 ： 长沙县素有 “三湘第一

县” 之称， 由于经济活跃， 控申、 刑

检、 反贪等工作相对偏远地区更为艰

巨 ， 对检察官的素质要求更高 。 为

此， 该县检察院始终坚持以学习助推

执行力， 以学习增强廉政执法的自觉

性， 以学习提高服务经济的本领。 他

们制定了一系列经常性的学习机制，

用过硬的制度将无形的学习纳入有形

的管理中， 使该院干警学得进、 愿意

学、 自觉学。 不仅以科室为单位组织

案件研究讨论， 院里还经常请法学专

家、 教授等给干警上课、 开设讲座，

有时公诉出庭时邀请人大代表、 人民

监督员、 律师等观摩、 评议， 让干警

在学习中提高业务水平， 在实践中提

升素质。

根据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需要，

长沙县检察院通过检察专线网全部实

现了网上办公办案 ， 通过局域网发

文、 发信息， 审批各类案件， 讯问全

程同步录音录像， 召开视频会议。 全

院干警告别了传统的办案方式， 人人

都会使用电脑， 人员素质整体得到提

升， 办事效率得到提高， 信息化建设

的经验在全省检察系统推介。

片段： “该案证据比较充分， 两

犯罪嫌疑人均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我看可以起诉。”

“那怎么能起诉呢？ 大部分证据

来自受害方， 犯罪嫌疑人有翻供的可

能 ， 证据还是要补充一些 ， 建议退

补。”

激烈的争论声从该院公诉科的一

间办公室传出。 原来， 公诉科全体干

警正讨论案子呢。 大家对一个案子的

定性和证据进行讨论， 产生了不同意

见， 一激动， 争论就起了高腔。 公诉

科副科长、 二支部书记刘立新告诉记

者， 院里不论对批捕部门， 还是对公

诉部门， 均要求审批的案件保证准确

率达到

100%

， 对事实负责、 对当事

人负责、 对法律负责。 所以， 我们对

所办理的案件要求必须搞准， 每一个

案件科里先进行认真讨论， 疑难或复

杂的案件还要提交本院检察委员会讨

论决定。

把学习当成一种责任 、 一种需

要， 在工作中学习， 在学习中提高，

这， 就是长沙县检察院建设学习型党

组织的一个缩影。

成效： 学习， 促进长沙县检察院

各项业务工作一年一个新台阶。 该院

连续

9

年实现涉检赴省进京 “零上

访”； 连续

4

年在全省检察系统执法状

况考评中名列前茅； 连续三届被评为

“全省先进基层检察院”；

2009

年， 荣

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 “全国先进

基层检察院” 的奖牌； 今年

２

月， 被

最高人民检察院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通讯员 吴兰林

本报记者 奉清清

神农架的

绿色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