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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彭 雅惠 ） 7月3日， 水电八局680吨
钢结构件在岳阳城陵矶新港启运，
即将发往马来西亚。 两年前还在犹
豫要不要来岳阳的水电八局， 如今
庆幸自己在城陵矶临港新区安了家。
依托我省唯一的长江深水港口， 水
电八局的大宗货物从湖南运到上海，
比以前至少可以节省两天时间。

作为湖南唯一的出海口、 长江
沿岸8大天然良港之一， 城陵矶口岸
先后被国家批准为国家一类水运口
岸、 对外籍船舶开放港口、 15个内
河对台水运直航口岸之一。 2009年
6月， 城陵矶新港开港营运， 设计年

集装箱吞吐能力达30万标箱； 2010
年7月， 长江干线武汉至城陵矶河段
海轮航道开通， 万吨海轮可直达城
陵矶； 2011年， 城陵矶获批开通至
宁波、 南通、 太仓、 上海4条“五
定” (定点、 定线、 定班次、 定时、
定价)始发班轮外贸运输航线； 2012
年3月， 城陵矶开通国内首条内河港
口直达港澳航线， 实现港澳常态直
航。 2012年， 城陵矶新港集装箱吞
吐量从2009年的4万标箱， 提升到
20万标箱。

为了放大城陵矶通江达海的港口
优势， 2009年12月， 城陵矶临港产业
新区顺势而生。 临港产业新区规划控

制面积为100平方公里， 核心区面积
23.68平方公里， 分为港口航运物流区、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区、 新材料产业区、
低碳新兴产业区、 港口贸易服务区等5
个功能区。 3年多来， 临港新区累计投
入资金46亿元， 展开一系列大手笔的
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 临港新区已打
通港口与京珠高速公路、 107国道的连
接通道； 以三纵三横为骨架的路网全
面成型， 基本实现与岳阳主城区无缝
对接， 与云溪城区连为一体， 与随岳
高速顺畅互通； 此外， 水网建设、 电
网建设、 标准化厂房建设、 安置小区
建设等工程也如期完工。

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 吸引了

众多国内外投资者。 近3年， 临港新
区先后引进96个投资项目， 引进资
金460亿元。 目前， 临港产业新区已
集聚了岳阳城陵矶新港有限公司、
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
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硅峰电动汽
车有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 投资
10亿元的中联重科岳阳临港物流园
项目、 投资15亿元的海仑国际物流
项目、 投资5亿元的烟草物流园项目
等， 也已签约。 一个以港口为依托，
以物流仓储、 先进装备制造、 新材
料、 光电子等为主导产业的港口经
济带， 正在加速形成。

本报记者 彭雅惠 唐爱平

7月4日，在岳阳城陵矶临港新
区，生产舞台灯光产品的台湾翔崴
公司老板、台湾人李维荣讲起了他
差点与城陵矶港失之交臂的故事。

台湾翔崴公司原本在深圳开
了家分公司， 每年出口创汇1亿美
元。 因深圳修建高铁，分公司面临
拆迁。公司负责人李维荣四处寻找
适合迁址地点。

去年初，他听朋友说湖南岳阳
虽是个内陆城市，但是港口航运发
达， 李维荣将信将疑地来到岳阳

“考察”城陵矶港。
李维荣第一次到岳阳，不知道

城陵矶港在哪。 在路上向人一打
听，就奔着去了。 不料路人指的是
前往城陵矶老港的路。看到码头拥
挤不堪，设备陈旧，煤渣和矿石这
儿一堆那儿一堆， 李维荣心凉了。
他觉得自己的公司好歹是个效益
不错的外贸企业，要迁址也一定要
找通关条件好、 建设配套好的地
方，“起码码头要看得过去。 ”

失望的李维荣打算第二天就
离开湖南， 另觅新址。 晚上在宾
馆休息， 躺在床上的李维荣打开
电视， 赶巧电视里正在播放关于
城陵矶新港的新闻。 李维荣看着
电视画面上的城陵矶新
港， 觉得与自己白天看
到的场景有天壤之别 ，
于是满怀疑惑地问宾馆
服务员是怎么回事。 服
务员告诉了他新港的地

址。
第二天， 李维荣抱着一丝希

望来到城陵矶新港招商部， 招商
部部长徐福保热情地接待了他。
了解到李维荣的来意后， 徐福保
带着他到新港里“四处逛逛”。 来
到城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 李维
荣看到3个5000吨级的专用泊位
和一个散货泊位， 听着徐福保向
他描绘的“通江达海” 格局， 开
始兴奋起来。 正在组织装箱的一
家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告诉他， 他
们可以做到把集装箱送到工厂，
直接在仓库装货， 报关、 商检可
以同步进行， 然后直接装船运达
目的地。 随后， 他们又“逛” 到
联检大楼， 李维荣看到中创公司
正在为醋酸酯产品出口报关， 大
楼的电子显示屏上不断变化显示
中创公司的报关进程： 海关、 边
防、 检验检疫、 海事……报关完
成居然只用了十几分钟。 李维荣
惊讶了， 当即向徐福保表示， 他
要投资3亿元， 购地120亩， 把分
公司迁到临港新区来。

现在， 翔崴公司购买的土地
还在征地拆迁， 李维荣已经迫不
及待在临港新区租用了6000平方
米标准厂房， 将公司的生产线和
配套企业陆续迁来， 开始生产了。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曹辉 陈惠芳
通讯员 吴政清 余贵贤） 今天，湖
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吐
鲁番地区农业农村工作专业培养
班112名学员中的最后一名学员离
湘返疆。6月29日，在该校图书馆报
告厅，这些学员身着正装，神采奕
奕，参加了隆重而特别的毕业生结
业典礼。

112名姑娘小伙在来校之前都
获得了本科以上学历。他们来自新
疆吐鲁番地区，都是维吾尔族。 两
年前的9月，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
他们告别家乡，来到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农业农村工作专业
培养班学习。 两年培养期，学员们
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大幅提高。
一位女学员告诉记者：“通过培训，
我已较为熟练地应用祖国语言文
字，而且还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
技能。另外，通过顶岗实习，也学到
了不少湖南基层工作经验。 ”

对这批来自新疆的学员，学校
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有一次，
学员古丽扎乃提·依明扎依提半夜
突然发高烧。援疆办工作人员得知

后，迅速从家中赶到学校，把她送
到医院，并垫付医药费，陪着她打
完点滴，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离开
医院。 以心换心，学员们很快融入
到了新的大家庭中。

培养期间，学校多次组织学员到
韶山、花明楼等革命圣地，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到岳阳楼、岳麓山等名胜
景点，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加深对
汉文化的了解，增强学员的民族认同
感；到关山村、光明村等地学习湖南
新农村建设经验，了解新农村建设给
老百姓带来的实惠。这些活动带给学
员很大的触动。学员凯利比努尔古丽
说：“以前， 只是在书本上了解毛主
席， 参观毛主席纪念馆和故居后，深
感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学习机会来之
不易。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认真学
习，提升能力，报效祖国。 ”

离别之际， 湖南生物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院长楚琼湘饱含深情
地对学员们说： “希望你们诚实
做人， 扎实做事， 常怀感恩之心，
胸怀报国之志， 努力工作， 为建
设美丽富饶的新疆贡献聪明才
智。”

本报记者 李国斌

7月1日，湖南经典戏曲电影系
列之《老表轶事》，在长沙市高新区
墨庄举行开机仪式。这是我省继去
年《五女拜寿》之后，拍摄的第二部
戏曲电影，将于年内在广大农村上
映。

去年，省广电局启动“湖南经
典戏曲电影公益项目”， 选择优秀
剧目，改编成实景戏曲电影，免费
在农村播映。 业内人士表示，把传
统戏曲艺术和现代电影技术有机
结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既能满
足农村群众看戏看电影的需求，也
展示了湖南地方戏的非凡魅力。

《五女拜寿》订购6万多场
此次拍摄的《老表轶事》，原是

省花鼓戏剧院打造的舞台剧精品，
上演11年来，演出500多场，先后摘
得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并成
为湖南省唯一的“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影片讲述新中国成立不久，老
知识分子文有章突然发现毛泽东
是自己的嫡亲老表， 在众人怂恿
下，写信给毛主席，想谋个建设厅
厅长当，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特意
派毛岸英回乡探亲并写信予以婉
拒的故事。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
表示，《老表轶事》讲述毛泽东作为
最高领导人， 关心亲人的诉求，又
不给他们特权，这个主题在当今社
会很有现实意义。

这是“湖南经典戏曲电影公益
项目” 启动后拍摄的第二部作品。
去年，已成功拍摄古装实景花鼓戏
电影《五女拜寿》，该片今年1月通
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电
影节目平台上映以来，由于题材贴
近百姓生活，放映员订购踊跃，至6
月20日，全国农村院线共订购6.15
万场， 在放映平台中位列第一位。
仅在湖南， 这部影片已放映2.6万
多场，受到农村群众的广泛欢迎和
普遍好评。

农村群众看好电影难
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农村电

影放映工程。 至去年，湖南成立14
条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拥有数字放
映设备1727套，每年放映52万场农
村电影，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数
字电影的目标。

尽管解决了农民看电影难的
问题，但是离看好电影还有一定差
距。“我们调研发现，农村电影放映
过程中，由于影片陈旧，有些地方
观众很少，效果不尽如人意。 ”省广

电局局长杨金鸢说， 老百姓反映，
他们喜欢的花鼓戏影片、 科教片，
根本看不到。

戏曲电影， 曾经风行一时，花
鼓戏名剧《打铜锣》、《补锅》就曾拍
成过电影。 如今，随着戏曲的式微，
制片单位迫于市场压力，早已不拍
戏曲影片。 杨金鸢表示，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不仅仅是让农民看上电
影，还要看好电影。 省广电局于是
在去年启动“湖南经典戏曲电影公
益项目”，选择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俱佳， 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的剧
目，改编拍摄成数字电影。

今年，除《老表轶事》外，《刘海
砍樵》也已完成剧本创作，将于下
半年开机。 未来，还将从祁剧、常德
丝弦等湖南地方戏曲艺术中选择
优秀剧目来改编。 这些剧目成片
后，将进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数字电影节目平台，全国所有在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注册的数字
电影放映机均可下载，为戏曲爱好
者免费播映。

“文化惠农”
要了解农村需求

“这是一件文化功德。 ”对于
“湖南经典戏曲电影公益项目”，湖
南师范大学文艺学副教授韩学君
认为，文化惠民，给广大农民提供
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就是莫大

“功德”。
“《五女拜寿》问世后，很多人

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既普及推广
了花鼓艺术，又满足了群众看戏的
愿望，一举两得。 ”魏委表示，湖南
优秀的地方戏，仅仅将之作为“化
石”保护起来显然不够，如果能通
过和其他艺术手段的“嫁接”，发扬
光大，功莫大焉。 传统文化也只有
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才能生生不
息。

这种“嫁接”，也是艺术上的新
探索。 韩学君认为，舞台艺术搬上
银幕，不是简单录下来，还需要再
创造，布景、唱词、表演都有不同要
求，对于导演和演员都是挑战。

从观众的需求出发，提供他们
喜闻乐见的作品，对“文化下乡”也
是一种借鉴。 目前，广泛开展的送
戏下乡、“五下乡”、 农家书屋等工
程，其中一些效果不尽如人意。 如
农家书屋，它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作
用毋庸置疑，但是书籍利用率低也
是不争的事实。 杨金鸢表示，作为
文化惠农的项目，要多了解农民需
要什么、喜欢什么，确确实实让农
民受益。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陈嫣） 漫迷游友追捧了
3年的长沙国际动漫游戏展， 今
天在省展览馆开幕。 本届展会升
级为原创动漫发布平台， 湖南的
原创动画片 《奇游迹》 和动画电
影 《韶山少年》 正式发布， 将于
年内上映。

本届展会由湖南省动漫游
戏协会、 湖南国家动漫游戏产业
振兴基地、 金鹰卡通、 省展览馆
主办。 展会为期5天， 共有来自
全国及海外的200多家原创动
漫、 游戏、 衍生品企业参展。

开幕式上， 湖南锦绣神州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卡
酷、 必有路玩具公司、 新世界出
版社、 南岳衡山旅游局等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动画片
《奇游迹》 的衍生产品、 图书等。
据悉， 《奇游迹》 是一部奇幻冒
险与旅游结合的动画作品， 将于
今年下半年登陆央视。 此外， 红
色本土题材动画电影 《韶山少
年》 也首次与观众见面。 该片由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领衔创
作， 是首部反映领袖题材的动画
电影， 主要讲述毛泽东的少年生

活和轶事， 将于年内在全国院线
上映。

融入高新科技， 是展会的
另一大亮点。 方特4D电影院、
3D打印机、 4D互动游乐设备及
模仿动漫剧情的高科技体感游
戏， 引领观众身临其境感受立
体世界的奇幻精彩 。 展会期
间， 十九番 、 昔酒011、 杨笑
汝、 米沙、 NOCA等知名漫画
家将来到现场签售互动。 展会
现场还有几千套Cosplay服装等
待试玩， 家庭版的Cosplay， 让
您全家一起玩穿越。

本 报 7月 4日 讯 （通 讯 员
张增哲 俞永清 记者 张斌） 货
车驾驶员为逃避交警执法检查，
驾车碾死执勤交警。 今天， 娄底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王昆死刑， 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王昆系双峰县货车驾驶员。
法院审查认定， 2012年10月9日，
王昆驾驶一辆载满货物的大型货
车从广东省经高速公路返回双峰
县。 在邵东县境内， 为偷逃过路
费， 王昆向当地人购买了一张从
邵东进入高速公路的汽车通行卡。
下午1时许， 王昆驾驶货车进入沪
昆高速公路双峰收费站， 并用在
邵东购买的与汽车行驶高速公路
实际里程不符的通行卡交了费。
此时， 正在双峰收费站执勤的湖
南省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

民警李晓峰站在收费站出口前20
米处， 向交完费后驾车驶出收费
站的王昆示意停车受检。 王因使
用了与实际里程不符的高速公路
通行卡且货车超载， 担心被罚款
和驾照扣分， 决意驾车逃避交警
的执勤检查， 与王昆一同出车的
驾驶员李光辉也在一旁用言语怂
恿。 于是， 王昆在明知交警在其
所驾货车前方的情况下， 仍驾车
加速前行， 将执勤交警李晓峰碾
压致死并驾车逃逸。

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昆在
驾车过程中 ， 为
逃避公安民警的
执法检查 ， 在明
知执法民警在其
所驾车前的情况
下， 仍驾车前行，
致执勤公安民警

死亡， 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李光辉在明知执法民警
在王昆所驾货车前面的情况下，
仍怂恿王昆驾车前行， 其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的共犯。 被告人
王昆犯罪手段特别残忍， 后果
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法院依照 《刑法》 相关规定作
出上述判决。 考虑到被告人李
光辉系从犯， 认罪态度好， 积
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并获
谅解，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
处其有期徒刑3年， 缓刑4年。

本报7月4日讯 (通讯员 王祥斌 记者 周小雷 )
今天凌晨3时20分， 郴州宜凤高速(宜章至凤头
岭)由南往北23公里处， 发生一起3车追尾事故，
造成一辆装载20吨天然气的槽罐车发生泄漏， 2
人被困， 情况十分危急。

接到报警后， 郴州消防联合高速交警、 安
监、 环保、 路政等部门紧急处置。 4时30分， 2
名被困人员被成功营救， 没有生命危险。 13时
30分， 发生泄漏的天然气槽罐车堵漏成功。

据了解， 事发原因是一货车在行驶过程中
车速太快， 追尾前方的客车， 客车受到撞击后，
又追尾前方的天然气槽罐车。

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顺势而生
近3年引进资金460亿元,以物流仓储、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光电子等为主导

产业的港口经济带正加速形成

———投资湖南财富洼地·激情相拥

电视新闻外的新闻

长沙国际动漫游戏展开幕
湖南原创《奇游迹》和《韶山少年》发布

吐鲁番的葡萄又熟了
112名新疆学员在湘学成返疆

文化 视点
应农村铁杆戏迷要求，《五女拜寿》、《老表轶事》、

《刘海砍樵》等耳熟能详的花鼓戏，已经或即将
搬上银幕，在广大农村播映———

让农村群众“看好”电影

为逃避检查驾车碾死执法交警
娄底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郴州宜凤高速3车追尾
天然气槽罐车泄漏成功处置

实景花鼓戏电影 《老表轶事》 剧照。 通讯员 摄

7月3日，在岳阳城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5000吨级专用泊位上正在吊装出口马
来西亚的厂房钢结构材料。 目前，该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由2009年的4万标箱提升到
2012年的20万标箱，增幅连续3年保持长江内河港口第一。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展示中国特有文化遗产

省图推出大型家谱展
本报 7月 4日讯 （记 者 李 国 斌 通 讯 员

龙子华 吴双江） 参天之木， 必有其根； 怀山之
水， 必有其源。 湖南图书馆于7月3日推出馆藏
家谱展览， 展示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家谱又称族谱、 宗谱、 家牒等， 记录的是
一个家族的繁衍变迁、 世系传承。 家谱作为历
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正史、 方志并列为
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 湖南图书馆专家刘微表
示， 家谱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具有区分
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 对研究历
史、 政治、 经济和文化、 民俗等均具有很高的
价值。

从上世纪50年代起， 湖南图书馆就重视家
谱的收藏， 至今已收藏湖南家谱5200多种， 涉
及300多个姓氏， 共5万余册， 其中以湖南名人
家谱入藏较为完备，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
曾国藩、 谭嗣同等。

此次展览， 向读者展示了家谱的产生与发
展、 湖南姓氏家谱、 湖南名人家谱等内容， 并
展出毛泽东、 曾国藩、 刘少奇、 周立波、 魏源、
何健、 杨昌济、 胡林翼、 陶澍9位名人家谱。 展
览时间至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