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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原声】
“伴随科技进步，书法实用性减弱，

书法艺术审美断层，日常生活中出现很
多汉字书写应用方面的乱象，令人担忧。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从整治和监管、教育
和引导两个方面，切实加强汉字书写审
美应用规范管理。”
【观点】

“大量粗制滥造、恶俗不堪的书法手
写字体广泛纳入到各类网络字库并被广
泛传播，很容易误导普通人尤其是年轻
人对汉字艺术的审美。”在工作调研中，
鄢福初代表发现很多令人担忧的汉字书
写应用方面乱象。如大量背离书法艺术
书写规律、摒弃传统书法审美和审美意

识低俗的作品充斥于大众生活空间；存
在大量以获利为目的，以各种涂鸦和低
俗表演为手段的书写行为等。

“应从整治和监管、教育和引导两个
方面规范管理汉字书写审美应用，前者重
在汰除俗与恶，后者重在培育雅与善。”鄢
福初代表建议，加强对大众媒体书写应用
的管理，成立媒体汉字书写应用监管机
构，出台电影、电视、出版物及其他大众文
化产品中汉字书写审美要求的相关法规，
提高各级各类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同
时，加强对网络书法字库的管理和引导，
清理现有不合审美要求的字库，限制其传
播。加强书法基础教育，提高青少年汉字
书写能力，养成正确的汉字书写审美观
念。此外，还应加强对书法艺术创作的引
导和监管，让汉字审美回归正确取向。

全国两会好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鄢福初建议——

让汉字审美回归正确取向

省级党报朋友圈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档案】
龚曙光：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府参事。

【故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培育技术和数

据市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
代信息网络。计划报告中也提到，将建设全
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并布局10个左右区
域级数据中心。对文化大省湖南而言，这是
新的机遇。”5月24日中午，龚曙光代表在
接受记者电话连线采访时如是说。

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一
名专业的文化传播者，龚曙光每年的议
案或建议，都离不开“文化”这个主题。他
将自己定位为“文化产品迭代、互联网融
合发展的积极推手和践行者”，始终以弘
扬文化为己任，以文人的姿态去求索。

早在几年前，龚曙光就曾预判：“中
国文化产业要通向未来之窗，必然要与
技术对标，与服务对标，继而将本已有之
的优势资源充分激活。”

他分析指出，湖南具有深厚的文化传
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出版、广电、
演艺、群众文化以及互联网文化产业集
聚，是文化数据的主要生成地、集聚地和
消费用户；湖南依托国防科大等在湘著名
高校，已经建设和运营了超算中心，在超
级计算的核心技术研究、关键设备制造、
中心建设运营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整体
优势；湖南具有“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是
中部崛起的重要省份，拥有国家级长株潭
两型实验区和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在
湖南建设国家文化数据中心，对于大力推
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和国家两型社会建
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政策优势。

“当今，文化产业高速发展、互联网
技术加速升级，无疑成了时代的主潮
流。”龚曙光建议，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根
据湖南的文化产业优势、数字技术优势
和经济区位优势，将湖南列入区域级数
据中心，在长沙建设国家文化数据中心。

他认为，将国家文化数据中心落户
长沙，既可用新基建延续湖南文化的传
统优势，推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加速文
化强省建设，又可辐射、带动全国文化事
业和产业发展，以高新技术创新文化发
展理念、管理模式和产品生产，有效推进
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和传播。
【感怀】

大数据时代，如何激发和增强民族
文化的创造活力，使之与时俱进，顺应并
引领时代潮流，是湖南文化强省建设的
重要课题。我们要借大数据平台之力，为
湖湘文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建设国家文化数据中心，
推进文化强省

代表委员“云访谈”

长江，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中华
民族母亲河。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
神的第五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作
出“守护好一江碧水”重要指示两周年。

“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再一次写
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全国两会上代表委
员热议的话题。

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日报联合四川日
报、贵州日报、安徽日报、新华日报，邀请来
自湘川贵皖苏5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
协委员将目光投向波涛涌动的壮美长江，
聊变化、话保护、谈发展、谋良策，共同聚力
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

可喜变化的背后，是长江各省区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务实
作为。

“这些年，湖南水污染治理力度之大，
监管执法尺度之严，水环境质量改善速度
之快，前所未有。”胡伟林介绍，湖南狠抓
重点领域环境修复，扎实推进 37 个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反馈的问题整改等，连续实施
湘江保护治理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先后
开展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
动和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从
根本上扭转了洞庭湖生态环境恶化的趋
势。

一手抓治理，一手促转型。落后产能加
速淘汰，新兴产业崛起，新金宝、华为等一
批重大产业项目接连在岳阳落地，长江流
域首个巨型“胶囊”形散货仓库在岳阳城陵
矶港投入使用。“动能转换、产业升级，绿色
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广阔。”胡伟林说。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贵州发出多彩贵州拒绝污染最强
音。”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主
任陈少波介绍，贵州实施100多项生态文

明制度改革，包括绿色屏障建设、生态评
价考核、生态产业发展、司法保障、生态扶
贫等多个领域，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
能。“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五级干部上山种
树、贵州生态日五级河长下河巡河已成为
常态。”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污染治理。”
徐恒秋介绍，2019年，安徽在长江安徽段
开展大保护大治理大修复、强化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三大一强”专项攻坚
行动，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反映
的 23 个问题为重点，组织在全省范围内
对各类关联性、衍生性问题及风险隐患

“大起底”。目前，1211 个问题已完成整
改。2019年，安徽长江流域国家考核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为85%，同比上升8.3个百
分点，为国考以来最好水平。

打出“组合拳”合力攻坚，各省区都在
发力。陆永泉介绍，地处长江、大运河交汇
的江苏，拥有7个亿吨大港，长江江苏段年
进出港船舶约250万艘，数量多、种类杂。

“交通、海事、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通力合
作、协同发力，打出了船舶和港口污染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组合拳’，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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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刘苏颉
四川日报记者 吴浩 钟振宇
安徽日报记者 夏胜为
新华日报记者 黄伟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原声】
“地名标志是‘本地人的脸，外地人

的眼’。我建议健全乡村地名管理组织领
导和规章制度，加快乡村地名地址数据
库建设，规范乡村地名命名更名，强化乡
村地名文化保护，留住美好乡愁记忆。”
【观点】

“地名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展现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
黄河代表介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合
乡并村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城乡道路交
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地名管理也
亟须紧紧跟上发展形势。调研中，他发
现一些地方乡村地名管理还存在不足。

比如，乡村地名信息更新不及时、不准
确，标志设置不规范、命名不严谨，命
名更名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乡村地名
文化遗产保护亟需加强等。

“加快建立健全乡村地名管理组织
领导和规章制度，完善地名更名审批程
序，慎重开展地名更名。”黄河代表建
议，各地要统筹制定地名编制规划，加
快推进乡村地名规范化命名和更名，推
进乡村地名地址数据库建设，提高信息
化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地名文化建
设，让乡村地名更具文化气息和当地文
化特质，强化乡村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留住美好乡愁记忆，为乡村旅游发展、
乡村经济兴起，以及乡村文化保护打下
坚实的基础。

话保护：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谋良策：深化协同合作，推动共治共保共赢

2019年4月30日，湖南城陵矶新港区
整治复绿后的原天欣码头欣欣向荣。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全国人大代表黄河建议——

加强乡村地名管理 规范命名更名

5月25日，袁友方代表（左三）在湖南代表团分组审议时为完善“互联网+群防群
治”，提升全民防治效率建言献策。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赵持 摄影报道

龚曙光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赵持 摄影报道

2018年8月1日，岳阳城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聊变化：今日长江焕发新颜

2016 年、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两次深入长江沿岸视察并召开座谈会，为
长江“把脉问诊”，要求从中华民族长远利
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探索出一
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长江沿线省区
打响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生态修复、腾
笼换鸟、产业升级……古老长江正焕发新颜。

“这次到北京前，我去了四川省若尔盖
县和红原县的多个湿地，发现了很可喜的
变化。”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阿坝州政协
副主席达扎·尕让托布旦拉西降措一直关
注长江上游的生态保护，今年他发现不少
湿地水位明显上升，“这是水源涵养地环境
改善的有力证明”。

“通过深入开展长江干流岸线保护与
修复，163公里长江在湘岸线正逐渐变身美
丽‘风景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发改
委主任胡伟林说，在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
展的大棋局中，处于长江中游的湖南位置
重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
水”的嘱托，湖南将生态环境修复摆在压倒
性位置，全力守护长江岸线，协同治理“一
湖四水”，坚定退旧育新、转型升级，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效。

安徽马鞍山市薛家洼曾经是长江干流
马鞍山段非法码头和“散乱污”企业的聚集
区。如今，这里江水清澈、水鸟云集、江豚嬉
戏，成为当地“网红”打卡地。全国人大代
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恒秋说，华丽
变身的薛家洼，已经成为安徽落实长江大
保护的一张美丽名片。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陆永泉也讲述起一个蝶变故事：江苏南通五
山及沿江地区腾退污染企业，整体搬迁港口，
修复生态，增绿植绿，建成国家森林公园，从
曾经的污染区蜕变为市民们引以为豪的“城
市客厅”。“越来越多的生产岸线正向生态岸
线转型，长江江苏段生态‘颜值’越来越高。”

代表委员们认为，长江保护与发展是
一场比拼定力、毅力的攻坚战、持久战。虽
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要清醒看到面临
的突出问题、存在的短板弱项。“给子孙后
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任重道
远，仍需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顶层设计很重
要。”达扎·尕让托布旦拉西降措认为，四
川是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水
源补给区，要有“上游意识、上游担当和上
游水平”，

应聚焦水源涵养地仍存在的突出问
题，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深化问题调查研
究，找准问题主要成因，为生态环境的统
一管理、科学保护、系统修复打下坚实基
础。

“贵州和周边省份一起共同保护好西
部地区的生态，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必要前提。”全国政协委员、贵州贵达律师
事务所主任朱山认为，保护生态就是发展
生产力，站位要高远、布局要科学。眼下，
贵州协同川、渝、滇等省份建立了长江上
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每年召开一次
省际协商合作联席会议，共同推动长江上

游地区高质量发展。
“要形成共抓大保护的合力。”胡伟林

介绍，近年来，湖南与湖北、江西两省签订
省际协商合作行动宣言，在跨界生态保护
与修复、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
业发展等 13 件实事上深入开展合作，成
效明显。建议持续深化省际协商合作，健
全政企合作机制，为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

徐恒秋则建议，探索建立生态环境
共治共保共赢机制，加快建设环境保护
合作平台，打破地区分隔，实现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合力提高区域环境管理水
平；借鉴京津冀“2+26”区域联防联控做
法，加大长江经济带区域联防联控，共御
环境风险；推进长江经济带跨省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试点。

“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在水、大
气、土壤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相互影响，单
靠本地自身的努力无法达到环境保护的
最佳效益。”代表委员们表示，流域各地共
抓大保护，将推动生态环境共治共保共
赢，提升百姓环境获得感，让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20192019年年99月月88日日，，洞庭湖汨罗市白塘镇六湖村段洞庭湖汨罗市白塘镇六湖村段，，一些一些
货船在湖面航行货船在湖面航行。。 湖南日报记者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田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