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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U��Å�` �7�¨©äwª ,. w
«` v�Ø$Òã��������©�
Ø`����ÃÆÇ¼9ÇÈ� !$��� �
�7�

_`tu"&.'$).!.+"'
����d�����;<&-

ÉoÊËÌÍ|ÎÐÑ7=¿�¨À
JK�vy� cÁÇ%��ÂÃÄ'
(&,)&"!!34,593:;(<ì ï�R$�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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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11月27日，祁阳县浯溪碑林管
理处退休干部杨仕衡， 又与儿子杨
铁军“争论”起来。 杨仕衡的老伴刘
小和说， 父子俩常为了浯溪碑林石
刻一个字的解读，争得面红耳赤。

杨仕衡今年83岁。 1981年1月，
县里安排他与同事曹建国、 邹建国
等， 以浯溪碑林为核心筹建浯溪文
物管理机构。从此，他与浯溪碑林结
下不解之缘。

据老祁阳县志记载，浯溪碑林
有历代摩崖石刻280方。 当时，这
些石刻大多掩盖在荆棘杂草、青
苔尘土中。 为弄清“家底”，杨仕衡
带着大家上山寻找。 1984年6月，
杨仕衡前往江边30米高的悬崖峭
壁探碑。 请民工在悬崖边用竹木、
钢管搭脚手架。 资金不够，又找不

到30米高的梯子， 杨仕衡找来长
绳，把绳子一端系在腰间，让伙伴
们在悬崖上方拉住绳子， 把自己
往下放 ,下降到石刻位置，杨仕衡
小心翼翼砍掉荆棘、清除苔藓，用
竹铲和棕刷清理石块。 清理好一
小块后， 他再指挥悬崖上的伙伴
们，下放或左右调整绳子。

一个星期后，每字直径达2.3米
的“圣寿万年”4个大字，连同两旁落
款小字，重现原貌。 经多年努力，杨
仕衡带领大家找到并清理出浯溪摩
崖石刻505方， 比县志记载的石刻
数多出225方。

1988年，杨仕衡18岁的儿子杨
铁军成为浯溪碑林管理处文物专
干，子承父业守护国宝。

为了更好地保护碑林， 杨仕衡
决心制作一张浯溪碑林“地图”。 经
一年多努力， 他将505方石刻一一
编号、入册、建卡、拓片，手绘制成13

米长、0.4米宽的《浯溪摩崖石刻分
布总图》。

为解决石刻风化难题， 杨仕衡
用钢筋、水泥、石片在石刻上方加檐
防水， 对悬崖裂缝用钢筋、 水泥加
固，受到国家文物局专家肯定，在全
国推广。杨仕衡还指导杨铁军，尝试
用稀释的无色透明醇酸清漆， 刷在
石刻上防止石头风化。

为了让浯溪碑林文化发扬光
大，杨仕衡、杨铁军父子努力“解读”
每一方石刻。

经过研究，杨仕衡、杨铁军确认
浯溪碑林现存的摩崖石刻， 分别有
唐代石刻17方、宋代石刻116方、元
代石刻5方、明代石刻84方、清代石
刻92方。 石刻字径最大的2.3米、最
小的1厘米，文体有颂、铭、赋、记、
诗、词、联语，字体有篆、隶、楷、行、
草体，其中篆书石刻18方、隶书12
方、楷书274方、行书185方……作

者荟萃了唐代以来400多位名家。
为了研究浯溪崖壁5处记载不

详的石刻，杨仕衡、杨铁军先后6次
到国家、省文物局向专家请教，多次
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 与祁阳当
地土专家交流意见。经两年多努力，
确认这是清代5位越南使臣访京途
中留下的诗句。

杨仕衡还通过多方论证，恢复
了诸多石刻碑文的本来面目。由唐
代诗人元结撰文、书法家颜真卿书
写，刻于浯溪碑林峿台崖壁的“三
绝碑”《大唐中兴颂》，文中的“地辟
天开，蠲除秗灾，瑞庆大来”中的
“秗”，在各类文献中作“妖”字者有
之，还有人认为是“袄”字，莫衷一
是。 杨仕衡查阅多种文献考证，确
认是“秗(yù)”。

目前，杨仕衡、杨铁军已在全国
报刊上发表浯溪摩崖石刻研究论文
近200篇。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陈

薇 ）1位老师，228名学生，679件艺术
作品……昨天， 在李自健美术馆举行
的媒体见面会上， 记者获悉，“见证改
革开放40周年———西川与他的学生
们” 艺术大展将于12月1日在李自健
美术馆开展，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陈西川，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
放军， 赴广西剿匪；1952年由部队保
送鲁迅美术学院， 完成大学学业；
1956年分配至内蒙古师范大学任教，
为内蒙古艺术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
之一；1957至1958年进入中央美院高
级师资班深造， 后重回内蒙师大艺术
系执教 ， 直至 1964年下放湖南故
乡———邵阳。此后，陈西川以巨大的热

情， 倾心投入到对青少年美术教育的
平凡事业中。 在他所工作的邵阳群众
艺术馆，持续30多年，一届接一届地举
办青少年美术培训班， 帮助许多贫寒
学子步入艺术正道， 打下素描艺术功
底，并言传身教，竭力培育学生健康向
上的品格情操。 接受过他教育的学子
数以万计，3000余名学子在他的培育
下考入了各类艺术院校。

画家李自健既是陈西川的学生，
也是此次展览策展人。 他回忆说：“40
年前的那个春天，中国恢复高考。当了
6年街道小厂钳工的我，成为西川老师
门下第一个考入重点美术学院的大学
生。 当年的西川老师因我们一群学子
高考‘中举’而扬眉吐气，精神焕发。 ”

父子痴心“读”浯溪

“西川与他的学生们”
艺术大展周末开展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余艺）今天，中央文明办发布
2018年11月“中国好人榜”，共有104位
群众身边好人入选，湖南有傅强、龚美
诗、何建南、金则先、邓小应等5人上榜。

长沙群英会理事长、湖南公益联盟
总执行人傅强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
人”。 从湖南洪灾到汶川地震，从一个
人，到一群人，再到一个有组织、规范
化的公益团队， 傅强用自己的行动践
行着雷锋精神， 被人们称为“当代雷
锋”。

83岁的龚美诗获评诚实守信“中
国好人”。他是郴州市苏仙区马头岭乡
的退休教师，1995年退休以来， 时常
带着一副快板、 一部录音机和宣传资
料，义务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共

撰写宣讲稿60多万字， 宣讲1000余
场，听众达50多万人次。

何建南和金则先获评敬业奉献“中
国好人”。作为攸县酒埠江灌区的一名巡
渠员， 何建南一年有320多天坚守在灌
区一线管理岗位，27年如一日， 连续多
年被评为灌区先进工作者。 桑植县白石
学校老师金则先， 扎根山区30多年，青
丝熬成了白发。 在长达30多年的教书育
人过程中，金则先获得了数十项荣誉。

永州市双牌县五里牌镇人邓小应
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一次偶然
机会，邓小应得知年近50岁的工友单
由德患有支气管炎， 其妻子和女儿都
是脑瘫， 女儿还双腿残疾无法行走。
2010年12月，邓小应把工友一家三口
接到自己家，担负起照顾他们的重任。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于
振宇）日前，湖南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周符波（正厅级）
涉嫌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经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向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周符波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周符波， 听取了

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周符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财产、支出
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来源，差
额特别巨大； 其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纵容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和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2018荣宝斋（桂林）
长沙秋拍

将于12月21日举槌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林英） 记者今天
从联合利国文交所获悉，2018荣宝
斋（桂林）长沙秋拍将于12月21日
在长沙举槌，预展将于12月19日至
20日在潇湘华天大酒店举行。

据了解，此次拍卖有黄宾虹、张
大千、徐悲鸿、李苦禅、启功、弘一法
师、黄君璧等名家的字画400多件，
其中包括“湖湘三公子”中谭嗣同、
陈三立的书法真迹，以及彭玉麟、胡
林翼、谭泽闿、王闿运等众多湖湘名
人的作品。 此外，还有明清瓷器200
多件，以及老首饰、老绣品等特色拍
品。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秋拍集中
了一批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绕不
开的名字。 如弘一法师、启功、于右
任、谭延闿、谭泽闿以及何维朴等名
家。近年来，以他们的书法作品为代
表的拍品在拍卖市场上走势强劲，

“字不如画”的形势在大拍卖行中越
来越少见。

湖南检察机关依法对周符波提起公诉

我省5人登上11月“中国好人榜”

歌剧《卡门》激情唱响
11月29日晚，湖南交响乐团在湖南大剧院演绎歌剧《卡门》，纪念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诞辰180周年，让长沙

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了这部世界经典歌剧的独特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