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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雪峰山大花瑶景区
游人如织

湖南日报4月8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今年清明节天气晴
好，3天假期，春意盎然的雪峰山大花瑶景区迎来赏春热潮。截
至4月7日下午5时，该景区下辖景区共迎来游客近10万人次。

4月5日， 长沙游客胡俊祭拜完祖先， 便带着全家人自驾
到穿岩山森林公园。 白天看春花， 尝野菜， 泡温泉， 从玻璃
滑道迎风而下； 晚上参加篝火晚会， 泡吧， 体验花瑶文化风
情项目， 住星空帐篷……一家人玩了三天两夜， 十分高兴。
山背梯田、 虎形山花瑶风景区、 旺溪瀑布群都迎来了全国各
地的游客。

穿岩山森林公园山高林密，游客也最多。据雪峰山旅游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做好清明旅游服务，该公司做了大量
准备工作：拓宽了5公里景区公路，修建了5个观景台和安全护
栏，使游客能到最佳观赏位置赏景。 此外，该公司组织100多
人组成10个护林防火小分队值班巡逻。 假日期间，景区内没
有发生一起火灾。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 2019年4月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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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琳玲

受孟加拉国邀请， 从2014年底开
始，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方考古
专家组成联合考古队， 对该国的毗诃罗
普尔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这座原本仅
存在于文献和传说中的孟加拉国三朝古
都终于“走”进现实。发掘成果表明，该遗
址是南亚次大陆最后一个佛教中心，在
全球范围内都比较罕见。

作为我国首批进行海外考古援助的
考古机构，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了人才、技术、设备、经费等全方位的支
持， 不仅帮孟加拉国考古工作实现了重
大突破，也让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得
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同。

4月8日，从孟加拉国回到家乡不久
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专家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

湖南首次海外考古取得
重大成就

“孟加拉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
国家，和中国乃至湖南都有紧密的文化联
系。 ”中方考古队领队柴焕波研究员介绍，
孟加拉国是佛教的重要发源地，玄奘西天
取经，曾到访此地。 明朝政府曾在该国的
吉大港设立官厂， 作为郑和船队的基地。
出生于毗诃罗普尔的佛教大师阿底峡是
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开山祖师。湖南楚汉墓
葬的出土文物中，常见的琉璃珠、蚀花肉
红石髓珠等物品，也经常在孟加拉国被发
现。 孟加拉国出土的陶瓷，有一些是湖南
生产的。

负责城址调查的李意愿副研究员告
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发掘出寺庙建筑、佛
塔、道路、排水设施等大量遗迹，出土了

大量陶器，初步厘清了遗址的历史沿革。
在最近一次考古发掘中（2018年12月至
今年1月）， 探明了毗诃罗普尔古城的范
围（护城河的发现）、城内文化遗存的分
布及城市不同功能区的布局等情况。

“从全球范围看，发现这个级别的大
遗址实属罕见。 它使毗诃罗普尔古城作
为孟加拉国三朝古都的推测得到证实；
深埋于地下的遗迹本身体现了宗教建筑
的变迁，具有佛教文明的普遍价值；古城
作为阿底峡的故乡， 在中孟文化交流中
占有重要地位。 ”柴焕波认为，这些重大
主题联系在一起， 使遗址充分具备了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

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赢
得国际同行认同

在孟加拉国考古， 困难和压力比在
国内大许多。

考古队成员莫林恒副研究员说，孟加
拉国的社会环境不是很安定，外国人容易
成为恐怖袭击目标。“中国大使馆时刻关
注我们的安全，孟加拉国的合作伙伴把我
们当作家人一样保护， 让我们安心了许
多。 ”

考古工地的食宿条件不好， 没有干
净的自来水。湿热的环境蚊虫很多，有一
次， 李意愿被咬得浑身是包， 又奇痒难
忍，他把自己抓得满身都是血。

“对于考古人来说， 这些都可以适
应。”莫林恒和李意愿坦言，“让我们压力
巨大的是，经费有限，如何在最短的时间
内出最大的成果？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
们发挥中国考古工作者擅长地层学、类
型学研究方法的优势， 利用现代技术装
备和高科技考古手段，一步步实现突破。

受到理念和技术限制， 孟加拉国一

两年仅能发掘遗址面积一两百平方米。
差不多的时间段里， 中孟联合考古队发
掘遗址面积达到一两千平方米。

在纳提什瓦发掘区揭露出一组塔院
和僧院的综合体， 其中神殿2号形态独
特，在孟加拉国尚属首次发现；晚期遗存
则是以一座十字形中心神殿为主体的金
刚乘建筑。 它们反映了佛教建筑的重要
变迁， 遗存的完整性和叠压关系的清晰
性为南亚次大陆佛教考古提供了重要标
尺。

纳提什瓦发掘区的地层中出土了中
国瓷片，它们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联合
考古队据此初步建立了陶器年代学序
列， 填补了孟加拉国这一研究领域的空
白。

今年4月，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即将
完成，这将是孟加拉国有史以来第3部考
古专刊报告。

……
“通过实践，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

法得到了孟加拉国和国际同行的认同。”
柴焕波介绍，经过近5年的合作，孟加拉
国从最初的寻求资金支持， 逐渐变成了
对工作方法和学术研究的重视， 投入了
大量资金。最新版的《孟加拉国史》中，吸
收了中孟联合考古发掘的前沿成果。 古
城中， 纳提什瓦发掘区遗迹体量极为壮
观， 具备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好条
件。 孟加拉国希望中国支持考古遗址公
园和博物馆的建设， 将该地打造成当地
民众的休闲场所和外国游客的观光目的
地、中孟友谊的又一里程碑。

莫林恒透露，受越南方面邀请，今年
4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将
赴越南， 中日越三国合作发掘当地一处
汉代遗址。

《亲历中国100年———周令钊传》
在平江首发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今天，
《亲历中国100年———周令钊传》在平江县周令钊美术馆举行
首发式。

周令钊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1919年5月出生于平江县，
青年时期以笔代枪，投身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
应徐悲鸿聘请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曾
任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民族画室主任、教授，中国水粉协会会
长。他是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设计者，绘制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巨幅画像； 设计了共青团团
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参与了国徽、政协会徽、少先队
队旗的设计；还担任北京国庆游行仪仗队、文艺大军，第二、第
三、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大型团体操背景画，中国最早的主题文
化公园———“深圳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及北京亚运会
等重大项目的总体艺术设计。

《亲历中国100年———周令钊传》作者曾庆龙是中国新闻
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期刊协会理事。 2000年开始创作周令
钊传记。 该书20余万字，将发生在周令钊及其同时代人身上
的近百个精彩故事， 用清晰的历史演进轨迹作为叙事的主线
串连起来；配发周令钊的艺术设计作品、绘画、手稿、历史照片
等380余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国内首部关于周令钊
先生公开出版发行的传记作品。

电影《小事是大事》在张家界杀青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4月7

日，院线电影《小事是大事》在张家界杀青。 据了解，该电影由
眉山极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拍摄、 香港著名导演颜光兴
执导，从开机拍摄到杀青，仅用19天。

电影《小事是大事》主要讲述了游客周海在张家界旅游期
间成功化解当地居民之间口角并收获真爱的故事， 镜头着重
表现张家界优美独特的自然风景和湘西特色文化。 拍摄期
间， 电影节目组先后在张家界大峡谷、 武陵源十里画廊、 宝
峰湖、 杨家界及永定区、 桑植县相关旅游景点进行实地拍
摄， 张家界丰富独特的自然人文美景在电影中有全方位的展
现。

据了解， 该电影为中英文版本， 目前已进入后期制作阶
段，预计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向全球公映。

�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通讯员 杨爱斗
王鸿） 近日， 临澧县中医医院召开了
2019年度药品耗材购销廉政责任会议，
医院科室以上负责人及30名医药代表
共同签订了《购销廉政责任书》，并观看
了警示片《高回扣下的高价药》。

根据《购销廉政责任书》要求，医院

相关人员不准以任何理由暗示、索要、接
受供应方的钱物；不得参加供应方提供
的各项宴请及旅游等活动；供应方保证
所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数量及质量，并
做好售后服务工作，不准在医院内部开
展任何形式的促销活动及给院方医务
人员提成等违规违纪活动。

医院对违规违纪责任人制定了严格的
处罚：凡违反省卫健委“九不准”和市卫健
委“七严禁”的工作人员，将根据情节轻重
分别给予暂停执业、辞退等处理，并从严追
究领导责任，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各科室采取
相互监督形式， 并聘请县纪委25名廉政监

督员参与监督。 医院纪委为全院员工制定
“廉政建设医德医风档案”，每周一小评、一
月一大评、一季一总评，每个科室新设一名
纪检员，充分发挥“探头”和前哨作用，形成
自下而上的廉政监督体系。

同时，医院大力开展廉政教育。在门诊
设立已故的省廉洁模范、 脑肿瘤专家周昌
安展厅，提高医务人员廉政意识，增强拒腐
防变能力，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廉洁行医。

文化视点 � � �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海外考古合作， 助力孟加拉国
考古取得重大突破———

千年古城“走出”传说

临澧：医生和医药代表共签廉政责任书

� � � �纳提什瓦遗址中的神殿。 （资料图片） 贾英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