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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曹碧波

� � � �名片
� � � �田剑凤，29岁，法学硕士，现任郴州五
盖山镇三口洞村村支书。姑娘将青春深深
地扎根在这片全年有200天被云、 雾、 雨、
露 、雪笼罩的高寒山区 ，带领村里百姓奔
小康。

� � � �故事
2月26日。 车沿着郴州五盖山的盘山

公路蜿蜒行进，能见度随着海拔上升而急
速下降。

很快，车子被一片茫茫白雾“逼停”。
村民陈永龙介绍， 五盖山因峰顶常年被
云、雾、雨、露、雪所盖而得名，全年1/3的日
子有霜。

初见微胖的田剑凤， 她莞尔一笑，
“2013年9月16日到任那天我就哭了。”考
上郴州市苏仙区的村官后，她选择了五盖
山镇大奎上村。

上任前，田剑凤只晓得大奎上村气候
恶劣，可现实的情况“把我吓懵了，宿舍木
板门上的缝最窄的都有一指宽， 还没门
栓，晚上用桌子抵住门，任凭狂风呼啸而
进。”也就在那一晚，田剑凤的父亲打来电
话问候，“挂掉电话后哭了一宿。”

路是自己选的，抹掉眼泪，要强的田

剑凤一头扎进了农村。
1个月时间， 田剑凤跑完全村14个村

民小组，记下的民情日记达500余页。记者
翻看一页页图文并茂的笔记，信息量巨大：
全村地形地貌图、人物关系图，近年来村里
的公共大事……

2014年3月，田剑凤因工作出色，在村
支委换届中全票当选为大奎村支部，7月
又被派往更偏远的三口洞村任支书。

到了三口洞村， 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带
领村民致富的“当家人”。

田剑凤观察到，三口洞村地处高寒山
区，红薯含糖量高，村民的加工技艺娴熟，
可总因没有销路烂在地里。

调研后，田剑凤与村委会商议决定，成
立三口洞村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特色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一成立， 在外打工十余年的村
民陈书祥便回村承包90亩荒山搞起了种

植。“大奎上红薯干由合作社分销到广东、
福建等沿海地区，我一年净赚3万元，原来
的‘猪饲料’变成‘软黄金’。”

惠及普通百姓的发展才是真发展，改
善普通百姓生活的建设才是好建设。 通过
对村里基础设施的调查， 她带领村委会作
出了首先改善交通情况与夜间照明问题的
决定。

每月3、6、9日， 三口洞村民在村委
会附近赶集。田剑凤又联系文化部门新
建农家书屋，置办了农业种植、养殖、农
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科技图书1000册，让
村民免费阅读。同时，又联系广播局为
全村10个村民小组安装了喇叭，三口洞
村成为全镇第一个喇叭全村覆盖的村
子。

“我以前最爱看电影、逛街，现在的爱
好有且仅有和村里的大妈跳广场舞了，哈
哈。”

田剑凤，五盖山上“领头凤”
稀释瓦斯抢险 不幸瓦斯爆炸

涟源一乡镇干部
排险遇难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
3月4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涟源市湄江镇在处
理塞海村废弃矿区瓦斯燃烧事故时， 发生爆
炸。镇干部邱军才遇难，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受
轻伤。

3月4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 湄江镇接塞海
村村民反映，一废弃煤矿旁边石墈冒烟。该矿已
于2014年12月27日按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政策
要求,决定关闭，在2015年1月18日基本完成了闭
矿工作，井口已密闭。接到报告后，湄江镇迅速安
排分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带人到现场察看抢险。抢
险人员到现场后，会同赶往塞海煤矿抢险的涟源
市煤炭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刘江河等人对现场
进行了仔细察看，经检测，矿井井口周边瓦斯浓
度较高，并有烟冒出，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如不
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

经现场研究， 抢险队员迅速作出处置方案。
一方面由镇村干部迅速组织疏散周边群众；另一
方面，调派力量对井口进行洒水，稀释瓦斯和降
温。11时40分左右，洒水作业刚刚进行4至5分钟
时，井口发生瓦斯爆炸，造成正在进行洒水的镇
干部邱军才和煤监站工作人员肖凤军2人受伤。
邱军才伤势严重，在送往娄底第二人民医院抢救
无效后死亡。肖凤军受轻伤，现住院治疗。

目前，涟源市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全力处置
塞海煤矿救灾事故，事故救援和善后工作正有序
进行。

东汉时期在湘阴已集中生产青瓷

洋沙湖不是湖
而是湘瓷源头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李国斌）记者今天从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 该所对湘阴洋沙湖为时1年
的考古调查提供了初步证据：湘阴洋沙湖是湘瓷源头。

2014年3月至今，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湘阴
县洋沙湖斗笠铺窑址，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及对湘江
流域古窑址的调查发现，东汉时期洋沙湖一带已成为
一个较为集中的青瓷生产区。这是目前发现的湘江流
域时代最早的青瓷生产区。

湘阴县洋沙湖，地处湘江之滨、洞庭之南。瓷土资源
丰富，水陆交通便捷，使得这里成为烧瓷的理想场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介绍， 据现有资料，
洋沙湖一带窑址分布密集， 时代从汉晋延续至明清。
其中，洋沙湖窑址、吴家渡窑址、葫芦山窑址、竹园里
窑址等均为东汉瓷窑。该所曾在洋沙湖附近的青竹寺
窑发掘到东汉“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的刻文瓷片和
点彩瓷罐。

考古专家张兴国说，湘江流域早期青瓷窑址分布
相对分散，生产规模较小，只有洋沙湖一带分布较多，
是目前发现的湘江流域最早、最集中的一个青瓷生产
区，可能是湘江流域成熟青瓷生产技术的源头。

据考证，东汉时期洋沙湖一带已开始较为集中生
产青瓷，到晋唐时期窑场规模逐渐庞大，洋沙湖一带
的制瓷业形成了较稳定的技术系统。曾经一度，湘阴
窑的青瓷烧制水平居时代前列，南朝时该地区可能生
产过宫廷用瓷。唐代时湘阴窑青瓷产品以岳州瓷之名
而备受称誉， 而洋沙湖是岳州瓷一系最早的烧造中
心。唐代以后，长沙窑、衡州窑异军突起，洋沙湖的传
统青瓷技术被传承与发扬。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3月3日下午，长沙火宫殿内锣鼓铿
锵。 湖南著名的民间文化保护者老后，
带着隆回章几塘木偶戏班和邵阳县燕
窝岭布袋戏老艺人在此演出，吸引了许
多人驻足观看。

木偶行头差点毁之一炬
锣鼓响，声腔开。3月3日下午6时许，

火宫殿内人渐渐多了起来。戏台上，隆回
章几塘木偶戏班正在表演《草桥关》。室
外气温不到10摄氏度，一场戏下来，操作
木偶的刘祥铸额上却冒出了一层汗。

46岁的刘祥铸，是戏班中年纪最小
的。戏班共9个人，都来自同一个家族，
年纪最大的已经86岁。 木偶戏是祖传
的，到刘祥铸手上已是第五代。

新中国成立后，是民间艺术的黄金
时期。 这个家族木偶戏班行头就有两
套。文革中，一套被没收烧掉了。刘祥铸

的大伯悄悄把剩下的一套用塑料袋包
好，后来，才挖开土方，取出行头，重新
开始演出。 从小就跟父亲学木偶戏的刘
祥铸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便到哪
个院落演出，都是人山人海，演多久观众
看多久。现在，一年也就演出20多场。欣
慰的是，毕竟还有年轻人感兴趣，有3个
徒弟正在跟班学。 刘祥铸说：“祖辈留下
的文化遗产，还是希望有人传承下去。”

当天，同台表演的还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布袋戏项目的传承人刘永
安。 从农历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元宵
节，两个民间戏班每天上午、下午各演
出一场。

民间文化既要保护，更要传播
演出现场， 还有一个人很忙碌。他

就是老后。
老后本名刘启后， 是湖南隆回人。

30多年苦苦坚持，就只做一件事：挖掘、
记录、抢救、保护和传播民间文化。1月6

日在武汉举行的“2014中华文化人物颁
授典礼”上，老后被授予“2014中华文化
人物称号”。

30多年来， 老后近400次深入隆回
的瑶山，用自己的镜头、笔和满腔的热
情将神秘的花瑶文化推向世界。 同时，
他还主动提供多年积累的第一手珍贵
资料，全力协助当地政府成功申报了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瑶挑花”、
“呜哇山歌”和“滩头年画”。

10多年前，老后结识了隆回章几塘
木偶戏班和邵阳县布袋戏老艺人刘永
安， 一有机会便不遗余力进行推介。他
说，民间文化既要记录、挖掘、整理、保
护，更要传播。

元宵节到来之际，他和长沙火宫殿
取得联系，由火宫殿邀请两个民间戏班
来到长沙演出。“既推介传播传统文化，
让长沙的市民感受璀璨奇特的乡土文
明，也让这些一辈子在大山深处的老艺
人有机会到都市开开眼界。”

2250万元现金红包
任你“抢”

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好看好听好玩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杨丹）即将在3月

5日晚8时与观众见面的湖南卫视2015年元宵喜
乐会好看好听又好玩。首次邀请到韩国、内地、台
湾三女神朴信惠、唐嫣、陈乔恩同聚一台，还有爱
笑兄弟、开心麻花带来的相声小品，曾获法兰西
共和国总统奖的杂技表演，《我是歌手》歌手集体
包元宵，更有2250万元现金红包现场大派送。

今年元宵喜乐会最打眼的莫过于高颜值的
明星阵容了。 作为韩国新生代女演员中的佼佼
者， 朴信惠凭借《原来是美男》、《你为我着迷》、
《邻家花美男》、《继承者们》、《匹诺曹》 等多部热
门剧集成为亚洲韩流STAR中的热门人选。她的
微博粉丝人数突破700万，成为微博粉丝人数最
多的韩国女演员。据悉，朴信惠将在晚会上搭档
黄晓明,既有歌曲表演，还有精彩的变装秀。

记者了解到，韩红将率《我是歌手》集体亮相
元宵喜乐会，包括李健、A-Lin、孙楠、谭维维、郑
淳元和新补位的萧煌奇在内的歌手，将亲手包好
的汤圆送给现场观众一起分享。“嗨咖才子”大张
伟将《发财发福中国年》、《恭喜发财》、《拜年》、
《恭喜恭喜》等拜年神曲，奇妙串烧混搭成新神曲
《超市神曲元宵贺岁大乱唱》。

相声小品方面，爱笑兄弟带来《你若如此》，
开心麻花讲述《理发店的故事》，林依轮和杜海
涛将携手演绎陈佩斯、朱时茂的经典小品《主角
配角》。

此外，获过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的杂技《壮
志凌云》令人惊艳，韩国国宝级演出项目“乱打神
厨”则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最牛“NAN-
TA”团队将锅碗瓢盆菜刀组合出彩。

最令观众期待的当属场外的抢红包互动环
节。 晚会期间将通过支付宝发放2250万元现金
红包，晚会一共有4轮互动，每一轮观众可以疯抢
500万个红包。

“石碑”非石
硬比石硬

常德穿紫河岸发现明代王室古墓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通讯员 龙朝彬 记者 李寒

露）今天，记者从常德市博物馆获悉，3月3日晚，在常
德市穿紫河特色商业街项目之一———“德国小镇”建
设现场，发现一座古墓，经初步鉴定，该墓为明代荣王
府承奉宋贵之墓，距今约500年，这将为常德城在明代
的历史增添重要的实物证明。

据介绍，3月3日晚， 施工方正在作业的风钻触及
硬物、难以推进，经操作员查看，原来是一块看似年久
的白色“石碑”挡道，随即报告了文物部门。闻讯赶来
的考古人员发现，这块连钢钻头都击不碎的“石碑”不
是石头，而是由糯米、石灰和砂浆浇筑而成，比水泥混
凝土更硬，常被古人用作墓葬外围结构的建材。4日上
午，考古人员在现场进一步发现了“买地券”、镇墓符
箓、墓志铭等高规格墓葬器物，但暂时难以断定该墓
是否曾经被盗。目前，施工方暂停了施工。由于墓室受
损，考古人员已开始抢救性发掘。

田剑凤 图/张杨

隆回县的木偶戏和邵阳县的布袋戏艺人，登上长沙火宫殿戏台———

老后的“队伍”进城来

3月2日上午，2015年湖南省省外院校来湘招生考试湖南师范大学考点， 学生排队参加艺术类考试。2015年我国艺考政策收紧，
取消了部分学校的校考招生资格，全面实施统考。我省今年组织美术类校考学校为73所，去年84所；音乐舞蹈类110所，去年133所。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