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何云飞）12月16日，为期两天
的2011年度全国未来教育家论坛暨
道县三中课改经验观摩会落下帷幕。
全国各地教育改革专家、有影响力的
中小学校长代表云集道县设坛论教，
交流课改经验、分享课改成果，对话
教育家型校长成长路径。

未来教育家论坛是由《中国教师
报》 倡议发起组织的大型联谊性、学
术性高端教育论坛， 关注躬身教学
“田野” 的实践者和具有教学领导力
的校长， 搭建一个促进教育家成长、

推动教育家办学、分享教育家智慧的
一个平台。 此次课改年度盛会，吸引
了来自北京、江苏、河北、安徽等全国
各地500余名教育专家和工作者赴
会。 全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山东杜郎
口中学校长崔其升等5位教育专家做
了教育改革主题报告。 会上，还现场
观摩了道县三中课堂教学五部曲16
个学科共20余堂实践课例，专家学者
对道县三中在德育研究、阳光体育活
动、人事制度改革、课堂教学等方面
的成功经验， 给予了高度赞赏和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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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胡志伟

在益阳茶业市场不到 1平方公
里的地域里 ， 聚集了益阳黑茶民俗
博物馆 、 益阳永乐健康黑茶博物馆
和胡林翼陈列馆3个博物馆 。 近日，
走进这个全国唯一以黑茶为经营主
业的茶业市场 ， 记者感觉到一股股
茶香里 ， 还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
息。

益阳黑茶民俗博物馆馆主李平
安是国家二级演员。 喜爱收藏的他，
从上世纪80年代起 ， 就开始收藏古
家具和古瓷器等 。 20多年来 ， 他花
费多年积蓄 ， 从各地收集各类珍品
上万件 ， 在2008年12月办起了这家
黑茶民俗博物馆 。 馆内一块产于

1936年 、 重2700克的安化黑砖茶引
人注目 ， 那是安化茯砖茶鼻祖彭先
泽所制 。 为了搞到这块茶 ， 李平安
跑遍了安化20多个乡镇 ， 常常是听
到点线索就跋山涉水去寻找 ， 跑烂
了3双鞋。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考古
博士生导师巴翔夫在参观其博物馆
后很震惊 ， 说李平安把民俗文化和
古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推介黑茶的做
法很高明。

与李平安的执着相比 ， 胡林翼
陈列馆馆长赵建超则近乎疯狂 。 胡
林翼是益阳人， 与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 今
年46岁的赵建超原来是个生意人 ，
较早走上致富路 。 2003年 ， 他在文
物市场看到一些与胡林翼有关的珍
贵文物 ， 告诉有关部门 ， 希望他们

能把这些文物买下来 ， 但被告之没
有那么多钱 。 “这些东西流出去太
可惜了”， 于是， 赵建超自己花钱买
了下来 。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 随着
时间推移 ， 赵建超手上的藏品越来
越多 ， 放在家里已不合适 ， 他萌生
了投资办个陈列馆的想法 。 在广州
的哥哥听了弟弟的想法后 ， 说他与
胡林翼非亲非故 ， 办胡林翼陈列馆
是 “走火入魔”。 赵建超的夫人郭女
士更在 “家庭账目 ” 上发表 “郑重
申明 ”， 说他是个 “疯子 ”， 并规定
办博物馆的开支不得多于300万元 。
2009年10月16日 ， 胡林翼陈列馆正
式开馆。 时至今日， 其投资已达450
万元， 收藏了与胡林翼有关的文物
近200件 、 相关出版物150余种 ， 已
接待参观者36万余人次。

与李 、 赵不同的是 ， 投资建设
益阳永乐健康黑茶博物馆的芮豪晙
是韩国人 。 在北京大学留过学的芮
豪晙比较胖 ， 但喝黑茶后 ， 其血压
血脂都正常 ， 由此他爱上黑茶 。 其
镇馆之宝是一条长达200多米的 “万
里茶长城”。 该 “长城” 用了6.5万块
茶砖 ， 总重40吨 。 馆内还陈列了不
少用本地黑毛茶为原料加工做成的
“九龙壁”、 “华表”、 “大炮 ” 等 ，
让人感受到中华茶文化的悠久与灿
烂。

3个博物馆鼎足而立 ， 以茶文
化、 民俗文化及名人文化提升了益
阳茶业市场品位 ， 聚集了人气 。 该
市场自2008年1月开业以来， 各大黑
茶企业踊跃进驻 ， 现在年销售额超
过了1亿元。

皮肤诊治技术
不容乐观

我省成立诊疗中心
制定技术规范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佘丽莎 罗闻） 皮肤病具有
病种多和病人多的特点 ， 但当前
皮肤科医生参差不齐导致整体诊
治 技 术 状 况 不 容 乐 观 。 可 喜 的
是 ， “湖南省皮肤病诊疗中心 ” 昨
天在湘雅医院挂牌成立 ， 该中心
将在省内建立一套皮肤病进展和
诊疗经验的共享平台 ， 制定我省
皮肤病诊疗技术规范 ， 提升全省
诊疗水平 。

湘雅医院皮肤科主任谢 红 付
介绍 ， 全球近 2000种人类皮肤病 ，
由于以往皮肤科在基层医院得不
到重视 ， 大部分医师是从其他科
室 “转行 ” 而来 ， 因而造成 “科
班 ” 出身的医师严重缺乏 ， 且没
有接受正规培养学习和继续教育
等现象 。 再加上皮肤病诊疗技术
发展迅速 ， 但该专科在我国准入
制度还需完善 ， 大部分医师对新
技术无法熟练掌握 。 另外 ， 目前
民营医院皮肤科发展迅速 ， 但其
中一些缺乏规范化治疗手段 ， 从
而导致许多慢性反复发作性皮肤
病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 ， 使病情
更容易反复 。

据悉 ， 该中心将建立诊疗网络
平台， 通过网络集中展示诊疗经验、
新技术和典型案例 ， 供省内皮肤科
同仁分享。 同时 ， 将建立面向基层
的定期业务培训制度和专家援助制
度， 扶持基层。

■文化繁荣在基层

3个博物馆提升益阳茶业市场品位

12月17日， 孩子们在长沙市天心区青少年体验教育基地酷贝拉， 亲手制作安全、 卫生的面包。 最
近， 该基地开展 “冬日浓情， 关爱少儿健康成长” 主题活动， 让孩子们通过食品制作、 医疗自救， 火
灾逃生模拟演练、 道路交通安全体验等，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殷婷）12月14日至17日，长沙市
2011年度“杜鹃花奖 ”专业文艺汇演
在长沙举行。昨晚在湘江剧场举行了
颁奖晚会。

此次“杜鹃花奖”专业文艺汇演
有300多名专业艺术人员参赛， 所演
45个剧（节）目从各参赛院团层层筛
选而出，代表了长沙市中青年艺术人
员的较高水平。演出内容以新创或改
编、移植剧（节）目为主，形式有戏曲、

歌舞、器乐、小品等。
经评委评审， 长沙市花鼓戏剧

院花鼓戏 《书房调叔》、 长沙市湘剧
院 湘 剧 《思 凡 》 和 《人 间 知 己 》
（选段）、 浏阳市花鼓戏剧团花鼓戏
《清明案》、 长沙市歌舞剧院女子群
舞 《绣针飞霞》 荣获剧 （节 ） 目一
等奖； 文君、 黄洁、 曹威治、 何莹、
高天佑荣获演员一等奖。 此外， 还
评选出优秀指导奖、 创作奖、 舞蹈
奖、 演奏奖等多个单项奖。

长沙市2011年度
“杜鹃花奖”出炉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兴林 崔萍 ） 今天 ， 炎陵
县鹿原陂上彩旗飘舞 ， 庄严肃穆 。
一场大型民间祭祀始祖炎帝神农氏
活动———辛卯年新华保险湖南分公
司祭祀炎帝陵典礼隆重举行， 省内
外各界人士1500余人专程前来拜谒

始祖、 祈福中华。
此次祭祖活动中 ， 新华保险湖

南分公司为炎帝陵景区建设捐款人
民币31.3万元 。 当日 ， 在炎帝陵景
区鹰鹿广场进行了纪念树栽种仪式，
各界人士一起挥铲， 共同为常青树
培土。

炎陵举行民间祭祀炎帝活动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覃遵奎 向水生） 记者从永顺
县了解到， 以色列古迹遗址理事会著
名专家乔拉·索拉，日前正式接受永顺
县聘请， 担任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国际指导专家和工作顾问。

乔拉·索拉与省文物局副局长江

文辉、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
等专家一道，对老司城遗址和溪州铜
柱进行了3天考察， 详细了解遗址考
古和本体保护工作情况，对老司城遗
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文本、
保护规划的编制等申遗前期工作进
行了具体指导。

老司城申遗有了“国际向导”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李国斌）九
旬黄埔老兵、收藏家、舞蹈教育家张
默坚老先生书法作品及个人藏品展
于12月18日至25日在湖南芙蓉画院
举行。

张默坚是湖南湘潭人，黄埔军校
毕业后，历任连长、副团长等职，1949
年8月随陈明仁将军在长沙起义。 解

放后， 张默坚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老
年习研书法。 他的榜书气势磅礴，自
成一格，笔下的“福禄寿喜”表达了人
们的美好愿景，“忠义孝廉”体现传统
的中华美德。此次展出其书法作品50
余件，个人藏品40余件。据悉，张默坚
将拿出自己20幅书法作品捐献给山
区小学生的“免费午餐”工程。

九旬老兵举办书法作品展
本报 12月 18日讯 （通讯员

肖阳 ） 12月16日 ， 由省土木建筑
学会 、 省制冷学会 、 湖南大学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研究中心联合
主办的第二届湖南省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技术研讨会在长沙举
行 ， 来自政府 、 高校 、 设计院以
及企业等相关机构代表共 400余

人参会。
据悉 ， 此次会议主题为 “可

再生能源建筑和绿色建筑”。 与会
的专家学者就区域能源建设 、 绿
色校园与可再生能源应用 ， 湖南
绿色建筑与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
研究工作做了专题报告 。 会议还
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和绿色建

筑相关技术规范 、 标准和设计施
工流程 、 相关政策和工作规划进
行了研讨和培训 。 另据了解 ， 今
年我省又有常德等7市、 县、 镇入
选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城市 （县、 镇）， 至此， 我省已成
为入选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示范城市最多的省份之一。

专家研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未来教育家论坛道县“论教”

本版责编 周卫国 王亮 版式编辑 吴希 责任校对 彭扬 综合·体育15２０11年12月19日 星期一

CBA越来越好看了 。除了可以 “零
距离 ”观赏布鲁克斯 、钱德勒等NBA球
星的精彩表演外， 突然发现，CBA开始
“打满”4节了，很多比赛的胜负直到最后
时刻才能揭晓。

本赛季的前13轮比赛， 完全颠覆了
以往CBA缺乏悬念的印象，与往年比赛
结果动辄相差二三十分相比，本赛季几
乎每轮， 最终分差超过10分的比赛不超
过3场。第4节再也不是“垃圾时间”，即使
是豪取12连胜的北京男篮， 每场比赛都
赢得不轻松。

CBA无疑 要 感 谢NBA。NBA的 停
摆， 让CBA的阵容得到了极大充实，也
让CBA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对于领头羊
北京男篮来说，马布里的到来让球队发
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北京男篮主教练
闵鹿蕾认为，马布里能得分也能助攻，能
带领大家前进，更能在关键时刻一锤定
音。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则直呼马布
里为“马政委”，因为“马政委”能助攻能
串联，还能“像大哥、像白求恩、像政委”
一样做思想工作 。史密斯的到来 ，则极
大地刺激了浙江队的球市，单场比赛的
票房收入比去年10个主场比赛的票房总
和还多。

即便弱队 ，通过内外引援 ，火力也
比往年强多了。对一些双外援甚至三外
援都很强的球队 ， 即使上半场落后较
多，也有可能在后两节外援全部登场时
“绝地反击”。

令人欣慰的是，CBA并不是外援“一
手遮天”。北京队“一年级生”翟小川、朱
彦西 ，辽宁队小将郭艾伦 ，并没有因为
外援加盟而坐冷板凳，反倒是在外援的
帮助下，进步喜人。

拒绝 “垃圾时间”，CBA跨出了可喜
的一步。 有朝一日，CBA不用再靠NBA
球星来装点门面，那才是NBA对CBA的
最大贡献。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王亮）
在挺过难熬的4个客场之后，回到主
场的北京金隅队继续高歌猛进。 在
今晚结束的CBA第13轮比赛中 ，北
京金隅队以105比97战胜青岛双星
队，取得12连胜。 谁能率先打破北京
金隅队的 “不败金身 ”，成为联赛关
注的焦点。

CBA战至第13轮， 最大的 “黑
马”莫过于位居榜首的北京金隅队。
整齐的阵容、合理的配置、无所不能
的马布里， 让这支御林军成为本赛

季CBA当之无愧的顶级球队。
本轮比赛面对排名第14位的青

岛双星队， 北京金隅队除了在第一
节遭遇顽强抵抗外， 没有给对方任
何机会。 虽然最后一节联赛得分王
哈德森状态回升，连续投入三分球，
率领青岛双星队迫近比分， 依然不
能撼动御林军。

在接下来的3轮比赛中，北京金
隅队将分别对阵山东黄金、 佛山龙
狮、上海大鲨鱼队3支实力较弱的球
队。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谭云
东） 2011年世俱杯决赛今晚在日本
横滨国立竞技场开战， 欧冠联赛冠
军巴塞罗那队以4比0大胜南美解放
者杯冠军桑托斯队 ， 继赢得西甲 、
欧冠、 西班牙超级杯和欧洲超级杯
后， 捧得本年度第5个冠军奖杯。

本场比赛， 梅西梅开二度， 哈
维和法布雷加斯各进一球， 梅西也

因此获得本届世俱杯的 “金球奖”。
在此前进行的第3名争夺战中， 亚洲
冠军阿尔萨德队在点球大赛中以5比
3击败日本联赛冠军柏太阳神队。

世俱杯全称为 “世界冠军俱乐
部联赛”，由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一
手倡办。从2007年起，AC米兰、曼联、
巴萨和国米4支球队已经连续5届代
表欧洲球队捧起世俱杯。

场外任意球

NBA对CBA
的最大贡献

苏原平

北京男篮轻取12连胜

谁来阻击御林军？

巴萨捧得世俱杯

据新华社辽宁铁岭12月18日电
备受关注的中国足球假赌黑案将于
19日在辽宁省铁岭市开庭审理。根据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原中国
足协裁委会主任张建强是当日上午
第一个出庭受审的犯罪嫌疑人。

中国足球假赌黑案的侦办始于
2009年，经过两年多的工作，终于确
定于2011年12月19日正式开庭审理。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起， 就此
案陆续张贴开庭公告，根据其公告，
共有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杨一民等重要涉案人员
在铁岭受审； 其中张建强是所有受
审人员里最早出庭的， 确定于19日

上午8时30分出庭受审， 涉嫌受贿、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杨一民被安排在21日上午出庭
受审，其所涉罪名是受贿罪。在铁岭
出庭受审的还有李志民 、 王鑫 、王
珀、范广鸣等人。

据了解， 丹东中院确定于20日
开始庭审工作，21日结束本次庭审。
原国际级足球裁判、 曾被誉为 “金
哨”的陆俊将在此间受审，同时在丹
东受审的还有原国际级足球裁判黄
俊杰、周伟新、万大雪等。

据悉，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
管理中心原主任南勇、 谢亚龙并未
安排在此批案件庭审。

足球打假反赌系列案今日开庭
原中国足协裁委会主任张建强首先出庭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