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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
员 蒋鑫）中国素被誉为“礼乐之邦”，“礼乐”
一直是古代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象征。今天，
“诸侯礼乐———随州出土周代青铜器特展”在
长沙博物馆开展。包括代表周天子礼制的“九
鼎八簋”、曾侯乙编钟“姊妹钟”、扉棱提梁卣
等在内，来自湖北随州出土的两周时期逾200
件代表性青铜器集中展出， 为观众勾勒出一
幅来自周王朝时期诸侯国的礼乐篇章。 展览
分为“封邦建国”“汉阳诸姬”“曾侯遗风”3个
部分，将持续至10月8日。

“九鼎八簋”显示诸侯“僭越”普遍

走进展厅， 最引人们目光的是战国中期
的“九鼎八簋”， 出土于擂鼓墩2号墓。

鼎、簋是古代重要的祭器，人们用鼎以供
奉牲肉，用簋来供奉食粮。周礼规定：天子用
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

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九鼎八簋为何出现
在曾国，随州博物馆馆长黄建勋认为，西周晚
期开始，周王室衰落，诸侯们的“僭越”行为日
益普遍， 历史上曾发生楚王向拥有九鼎的周
天子“问鼎”的重大历史事件。此次展出鼎的
数量已达到九鼎之多，表明到了东周，确实已
经“礼崩乐坏”，诸侯国君已经僭越礼制，也用
起了“九鼎八簋”。

曾侯與编钟证明曾随“一国两名”

作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曾侯與
编钟2009年发现于随州文峰塔1号墓。 现存8
件，其中完整的有6件。经过专家测试，每一件
至今都可以完整演绎古今中外大部分乐曲。

随州华夏博物馆馆长胡久洲介绍， 和曾
侯乙编钟一样， 每一件编钟都可以发出2个

音。这2个音相差3度，而能发双音的机制在于
它的合瓦形状，当敲击钟的正面时,侧面的振
幅为零，反之亦然。这样就使双音共存一体，
又不会互相干扰。

此外，历史上，关于曾国鲜有文献记录，
存在着“曾随一国论”“曾随两国论”等不同的
声音。而在曾侯與编钟中，有两件编钟钟铭中
证实， 曾国与周人同族源， 和随国的族姓一
样，同属于姬姓诸侯国，活动范围一致。由此
可以推论曾随在历史上是“一国两名”。

宁乡青铜器或与 “随枣走廊”
技术传播相关

在展览中，还展示了2件宁乡出土的青铜
编钟。

长沙博物馆馆长王立华介绍， 经过随州
和枣阳山地间的一条狭长平原，称为“随枣走
廊”，是远古由中原地区通往南方的文化与经
济交流通道。商周时期，中原先进的青铜文明
就是经此南下，再溯长江而上，最后进入湘江
流域。

据史料记载， 周昭王曾先后派重臣前往
曾、鄂国打前站，建行宫。并提及周昭王南征
的目的，是征伐楚蛮，其中包括虎方等国，在
静方鼎的铭文里更提到南国相。

不少专家认为宁乡可能就是虎方， 同时
南方相国中的“相”极有可能通“湘”，相国有
可能是洞庭湖湘水流域的方国。

黄建勋认为， 在宁乡出土了大量精美的
青铜器，或许就与中原王朝的技术传播有关，
值得观众观展时思索。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琼林 吴昊） 我省农村贫困患者
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入院时， 不需缴纳
住院押金，可先诊疗后付费。记者今天从湖
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 我省已制定并印发
《湖南省农村贫困住院患者县域内先诊疗
后付费工作实施方案》（简称《方案》），全面
推行这项利好政策。

《方案》对实施对象和区域进行了限定：
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农村特困人员、
低保对象、贫困残疾人，在县域内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入院时， 可享受该
政策。办理住院手续时，患者须持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卡（证）或社会保障卡、有效居民
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以及贫困证明（县级扶
贫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或县级民政部门出
具的低保、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证明），并与

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协议书”，即可无需缴纳
住院押金，直接办理手续住院治疗。

在费用结算方面，《方案》 给出了灵活
的办法。患者出院时，只需支付定点医疗机
构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经费保障渠
道结算后的个人承担部分。 对确因家境贫
困，个人自付部分无法一次性结清患者，如
符合疾病应急救助条件， 由患者及家属或
签订协议人按相关程序申请救助。 对不符
合疾病应急救助对象的， 由患者及家属或
签订协议人向慈善机构等申请救助。

如何杜绝恶意拖欠住院费用现象？省卫
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建立“恶意拖
欠住院费用”黑名单制度、信息公开等诚信、
约束机制，对未按协议还款或恶意拖欠医疗
费用的人员，取消患者本人及家属或签订协
议人享受“先诊疗后付费”政策资格。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胡建根） 今天上午，“健康中国·关爱
行”———南县医疗卫生帮扶工程启动仪式在
南县举行。据悉，该帮扶工程的主导方中国
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将提供价值1.2亿元的
物资，用于促进南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由中国农工
民主党中央主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业务主管，是全国性4A级公募基金会。自
2016年始，该基金会面向全国开展“健康中
国·关爱行”大型公益活动，旨在帮扶提升地

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居民慢病综合管
理能力，提升医护人员综合素质。

“健康中国·关爱行”———南县医疗卫
生帮扶工程， 是该基金会首次在湖南省针
对地方行政区划启动医疗卫生领域全面帮
扶。工程计划在两年时间内，针对南县医疗
机构开展医务人员培训、 医疗设备捐赠等
公益活动， 进一步改善南县医疗卫生基础
设施条件，提高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并协
商采取相应的惠民举措， 助力解决人民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唐志卓 李想）“我们这样的乡村学校
合唱团能在第六届中国童声合唱节上获得
银奖，真是莫大的鼓舞。”今日，安仁县“米
多多合唱团”从广东省肇庆市载誉归来，领
队卢德贤激动地说。

中国童声合唱节是国内最高
水平、 最权威的童声合唱比赛。7
月24日至25日在广东省肇庆市举
办第六届， 参与人数达到3000多
人，参赛团队、参赛人数、观摩人
数都为历届之最。安仁县“米多多
合唱团”凭借童谣《编花篮小景》
和英文歌《Count� On� It!》两首歌
曲， 在46支参数团队的角逐中脱
颖而出，获得银奖。

据悉，安仁县自2013年以来，通过德
清教育基金新增的“快乐合唱3+1”资助项
目，在全县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每年举
办合唱比赛活动； 并不定期邀请教育部专
家及知名人士对合唱活动进行指导、培训。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
员 吴勇兵)今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旅游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发布， 经报张家界市人民
政府同意，武陵源核心景区将在寒暑假、教师
节等重要时段向全国教职工实行优惠门票政
策，优惠票价为163元/人次。

具体优惠时段分别是：2017年7月27日至8月

30日；2017年9月8日至9月10日；2018年1月22日
至3月2日。在此期间，全国学校教职工凭教师资格
证(或工作证)、同级教育部门工作证明和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 可享受武陵源核心景区优惠票价。
同时，核心景区内天子山索道、百龙天梯、十里画
廊观光电车、黄石寨索道、杨家界索道对全国教
职工也执行优惠票价。武陵源区委副书记、张家

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常
务副局长向绪杰介绍，对全国教职工推出门票优
惠政策，旨在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另据悉，为刺激拉动各地客源市场，武陵
源核心景区还将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型旅游
团队给予特定的奖励政策，并将组织开展“十
万微友免费游武陵源”活动。

倾听来自周王朝的礼乐篇章

“九鼎八簋”、曾侯與编钟首现长沙

曾侯與编钟。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摄

农村贫困患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

“健康中国·关爱行”南县医疗卫生帮扶工程启动

中国童声合唱节传“湘音”

武陵源向全国教职工伸出“橄榄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