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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溪水清净透明，田畴阡陌瓜
果飘香，入户村道平坦干净，农舍庭院
花香四溢，乡风民情和谐淳朴……今
年长沙全面启动以“生态优、村庄美”
为主题的129个美丽屋场创建活动，笔
者随机走进其中几个屋场，就见到了
这样一番场景。

打造美丽屋场，照理说是村民自
己的事，但村民各自发力质量参差不
齐，影响乡村建设整体水平。长沙市
以高位推动，安排美丽屋场创建资金
2.2亿元，望城区以“关键少数”挂帅，
长沙县以实绩考核推动，浏阳发挥党
员示范作用，宁乡探索出分片包干的
做法。“有了车头带，火车跑得快”，村
民自发出劳出工，自发迁移冢坟，自
发筹建议事场所和网红地标。美丽屋
场由此化身“美丽经济”：宁乡市大成
桥镇鹊山村探索出土地合作经营“鹊
山模式”；望城区以雷锋故事为基础，
走出“红加绿”新路子；宁乡市喻家坳
村打造万亩栀子花基地，成为农旅结
合样板。

“农，天下之大业也。”乡村兴国
家兴，百姓富国家富。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并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振兴图景，为三农加了发展
引擎，为百姓添了无限憧憬。长沙129
个美丽屋场的建设，让人居环境变美
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老百
姓变富了，文明之风吹拂邻里，这不
正是初具雏形的乡村振兴图景吗？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笔者在
一个为记录美丽屋场创建历程而设
的公众号上，还收获了不少长沙基层
干部的肺腑感言。有人摸索印证着工
作方法：“你怎样对待群众反映的问
题，就决定了他们理解和支持你工
作的程度”“‘千金难买一熟’，做群
众工作关键还是要多走访、多交流”。
有人激励鼓舞着工作热情：“坚持着
很累，不坚持会后悔”“最迷人的风景
是成长的足迹”。基层干部的成长和
历练，见诸于字里行间。在建设美丽
屋场的过程中，蓄人才之“水”、养发
展之“鱼”，乡村振兴便有了澎湃的动
力源泉。

乡村振兴，小康全面。2020 年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农村

“五治”（治厕、治垃圾、治水、治房、治
风）工作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长沙
市以美丽屋场建设的“小切口”撬动
乡村振兴“大战略”的实践探索，值得
好好挖掘推广。

火一样的性格，
点亮人心中渴望

革命现代京剧《向警予》
预演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李朝辉）今晚，湖南省京剧
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革命现代京剧《向
警予》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预演。

京剧《向警予》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之一、湖南溆浦女性向警予在武
汉英勇就义的故事。第一次接触《向警
予》的剧本，该剧导演、国家一级导演王
青就燃起了强烈的创作欲。她说：“向警
予像火一样的性格，能点亮人心中的渴
望，其男性化的个性令我尤为难忘。她
的执着、热情、牺牲，她的信仰与坚定，
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洗涤。”

像火，也有凡人柔情。该剧剧本由
国家一级编剧张烈与湖南省艺术研究
院优秀青年编剧李薇薇共同创作。“戏
曲必须有情，没有情的戏无法打动观
众。”在创作时，张烈尤其注重情的部
分，“向警予虽然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生
命，但她是一个女儿、妻子和母亲，对家
人有着无限的眷恋，本剧着力展现了这
一点。”剧中，向警予提起一双儿女时的
喜悦担忧，在狱中对孩子的彻骨思念，
演员表演真切，演唱精彩，让观众十分
动容，掌声不时响起。向警予的扮演者、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国家一级演
员张璇直言：“这部戏难的不是技术层
面，而是情感的收放自如。”剧中人物台
词部分是白话，通俗有穿透力。

“所有的灯服道效，都具有现代意
识的创新。”王青介绍，该剧采用了包含
意蕴和写意的艺术空间舞美设计，服装
既唯美又现实，还有对戏曲元素的提
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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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将于11月28日至30日召开。从今

天起，湖南日报推出“创新引领 智造未来”专栏，聚焦网络安全和智能制
造领域的新技术、产品和应用，展示湖南践行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发展战
略的生动实践和重要成果。敬请关注。

创新引领
智造未来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李
治）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
将于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长沙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记者近日从大会新闻发布
会获悉，大会以“创新引领、智造未来”
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峰会、高峰论坛、主
题论坛、展览展示、专项活动 5 大主要
版块。

大会将举办 4 场高峰论坛、9 场主
题论坛和2场专项活动，包括网络安全

高峰论坛、工业互联网赋能智能制造高
峰论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生态高
峰论坛、5G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等。届
时，一批中外院士以及中国电子、中国
电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华为等企业代表将出席，分享其前沿观
点。

除网络安全和智能制造两个核心
议题外，大会还将聚焦工业互联网、智能
网联汽车、5G、人工智能、新基建等热

点，2020湖南省智能制造合作对接推进
会、长沙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成果及企业
需求发布会等专项活动也将同步举行。
同期将举办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等
专题活动，展示面积5.4万平方米，参展
企业近300家。

大会由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通信管理局、省科协、长沙市政
府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

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28日启幕

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考察，了解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情况，同师生们亲切交流。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擦亮岳麓书院这一湖湘文化名片，本报今日起，推出《走
进岳麓书院》专栏，连续刊发5篇稿件，从历史脉络、文化传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书育人、对外文化交流
与合作等方面，讲述岳麓书院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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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事，
朋友们：

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在此，
我愿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二十国集团要继续发挥引

领作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导下，推动应对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不久前，我宣布中国将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言出必行，将坚定不移加以落实。

第二，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中方赞赏沙特提出碳循环
经济理念，支持后疫情时代能源低碳转型，实现人人享有可持

续能源目标。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统，新能源汽
车产销量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建议，中国将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加快新
能源、绿色环保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第三，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中方支持二十国集团在
减少土地退化、保护珊瑚礁、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等领域深化合

作，打造更牢固的全球生态安全屏障。《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明年5月在中国昆明举行，中方诚挚欢迎
各方出席，期待大会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
目标，采取行动。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的致辞
（2020年11月22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初冬，枫叶初
染的岳麓书院沉静典雅。

门敞开着，每一块匾额、每一副楹
联、每一件碑刻、每一处亭台楼祠都诉说
着“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的秘密。但你
真要读懂一座千年书院的灵魂，有一把
钥匙藏在讲堂左侧墙上一块小小的刻碑
——《岳麓书院学规》里。2020年9月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岳麓书
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重点介绍了

《岳麓书院学规》。
108 字的学规，安静地镶嵌在镜框

里，不言不语。这套公元1748年制定的
岳麓书院的学生守则，已有272岁高龄。
总共18条，每条6个字，简洁全面，通俗
易懂。把德育摆在首位，前10条均讲道
德规范，诸如经常问候父母，初一十五祭
拜圣贤，吃饭穿衣要俭朴，行坐要按长幼
等，没有一句大道理。后8条讲做学问的
态度和方法，也是“读书必须过笔”“夜读
仍戒晚起”等大白话。而“通晓时务物理”
和“疑误定要力争”是岳麓书院培养经世
致用之才的法宝。

这样一套好记易学的学规，被视为
这座千年学府的珍宝。2006 年 8 月，新
加坡教育次长站在讲堂，细读《岳麓书院
学规》良久，对朱汉民说：这个值得引进
新加坡大学。更多的大学校长看了后，认
为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作为当代大学生

学规。
是谁制定了这套学规？是清乾隆年

间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这位来自宁乡
的“卓然一代鸿儒”活了 92 岁，诂经考
史，六法精良，著书上千卷。他两任岳麓
书院山长共9年。首任时就手定了《岳麓
书院学规》，被门人曹盛朝等47 人刻成
碑刻，嵌于书院墙壁上。现隐在讲堂屏风
背后仅 12 字的《读经六法》和 18 字的

《读史六法》，也是他制定。
追溯《岳麓书院学规》培养人才理念

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张栻的《岳麓书
院记》，一个是朱熹的《朱子书院教条》。”
11月18日，在岳麓书院工作39年，担任

“新山长”21 年的朱汉民为记者梳理脉
络。

公元1165年或1166年，时年33岁
或 34 岁的南宋湖湘学派的宗师张栻主
教岳麓书院，代理山长之职，为重建后的
岳麓书院撰写了《岳麓书院记》，现就嵌刻
在讲堂的木质屏风上，深刻影响了其后
800多年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其中，他
提出了教育的宗旨：盖欲成就人才，以传
道而济斯民也。为什么要办岳麓学院？不
是为培养科举获取功名利禄和会写文章
的人，而是成就传道济民之才。朱汉民认
为，这种思想对王文清的学规有直接的影
响。传道就要修身，《岳麓书院学规》的前
10条都是讲道德修养，济民就要有利民爱
民的本事，学规后面8条里讲了除了做好
学问，还要通晓时务物理。

另一个深深影响《岳麓书院学规》的
是朱熹，讲堂南北两壁嵌的“忠孝廉节”
就是朱熹公元1167年前来岳麓书院“朱
张会讲”时手书。公元1194年，朱熹任湖
南安抚使再来长沙，着手振兴岳麓书院
教育。白天在河东忙公务，晚上横渡湘江
到书院讲学。此次他给岳麓书院颁布了

《朱子书院教条》（由朱熹制定的《白鹿洞
书院揭示》改名），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
了正式的学规。朱熹的学规强调了孝道，
王文清的学规里第一条就是“时常省问
父母”，《朱子书院教条》做人讲得多，做
学问讲得少，但“为学之序”强调了《中
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在王文清的学规里面，博学
之，就是要通晓时务物理，明辨之就是

“疑误定要力争”。
其实在王文清之前，还有一位岳麓

书院山长李文炤在1717年制定了《李氏
学规》，非常具体，但非常长。他把“行”看
得比“知”重要。在王文清的学规里，强调
的也是行动。

“清朝，湖南人才进入喷发期，王文
清的《岳麓书院学规》起了非常关键的作
用。”朱汉民如此评价。在王文清两任山长
期间，湖南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人明
显增多。接任王文清的山长旷敏本，写了
岳麓书院现存最长含义最丰富的对联，挂
在讲堂两侧。“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
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
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

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
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给学子示范
了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

到了各自担任山长 27 载的罗典和
欧阳厚均时期，岳麓书院人才辈出。罗典
造园留下了岳麓八景，最早在书院亭台
楼阁间开展“移动的思政课堂”，他的学
生像贺长龄一样的显达者上百人。到了
罗典的学生欧阳厚均，他建了供祀朱熹
张栻的崇圣祠，鼓励学生为老师挑刺，献
金五百作鸦片战争军费。弟子三千中，出
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李元
度这样分别在政治、军事、外交、史学方
面才能卓著的人才。

从学规制定的 1748 年到书院改
制的1903年，《岳麓书院学规》共执行了
155 年。陶澍、魏源、杨昌济、蔡和森、毛
泽东等一批杰出人物从岳麓书院走出，
群星灿烂。

“《岳麓书院学规》对湖南人才的崛
起起了很大作用，注重内在人格修炼和
外在经世致用之学，成为湖南读书人的
传统。”朱汉民总结。

山长们已做古，但学规还活着。今天
的湖南大学学子们，还唱着“承朱张之
绪，取欧美之长……振我民族，扬我国
光”的校歌。在入学及各种典礼上，还在
背《岳麓书院学规》。

《岳麓书院学规》一直活着，这是千
年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挂
得安稳的底气。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见习记者
卢嘉俊)11月22日上午，2020武陵山
(怀化)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暨第二届
怀商大会开幕。200 余名怀化籍及在
怀化发展的客商聚集一堂，共叙情
谊，共谋发展大计。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通过视
频向大会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澳
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致辞。省领导彭
国甫、张健出席。

钟南山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他指出，近年来，怀化市委、市政
府大力推进脱贫攻坚，积极融入健
康中国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
策，在医药、保健、中医等健康产业

发展上取得很大进展。他还对怀化
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

健康怀化竞朝晖。近年来，怀化
把大健康产业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着力点、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
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来抓，进一步
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消费升级和经济
提质，取得较好效果。

这届健博会和怀商大会两会合
办，为期 4 天。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45 个、总投资 485.77 亿元，产销采购
项目13个、总购销金额3.65亿元。开
幕式前，11月21日，举行了怀商嘉宾
会见会等。

2020武陵山（怀化）国际健康
产业博览会开幕
第二届怀商大会同时举行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大湘菜
报记者 王华玉）今天，“湘融大湾区
促进大消费”第十五届中国湘菜美食
文化节在广州湖天宾馆举行。省政协
副主席贺安杰出席。

此次美食节由湖南省商务厅、湖
南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湖南省
人民政府驻海南自由贸易港办事处、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大湘菜报、广东省湖南商
会湘菜专业委员会承办，旨在扩大湘
菜在广东的影响，以“湘菜出湘”带动

“湘品出湘”。
当天一早，广州湖天宾馆门前就

迎来了一场“湘融大湾”优质食材展
销会，50 多个优质品牌的湘菜、湘食
材、湘调味品、湘酒等齐齐亮相。同

时，以“融合创新”为主题的大湾区经
典湘菜展评同步进行，由湘菜泰斗许
菊云等 5 人组成的专业评审组，通过
现场品评、打分，最终评选了20个特
金奖、20个金奖菜品。

在下午举行的“贯彻‘双循环’
促进大消费”主题论坛上，著名粤菜
大师利永周、餐饮文化学者周松芳、
湘菜大师欧阳海林、冰火楼创始人
胡艳萍、费大厨创始人费良慧、回家
湘创始人黄海鹰 6 位嘉宾进行了精
彩分享。

此次美食节还评出了大湾区十大
湘菜品牌、大湾区湘菜推广大使、“羊
城湘菜第一家”（广州湖天宾馆）等一
系列奖项，并授予对美食节大力支持
的6家单位“战略合作伙伴”荣誉。

湘融大湾区 促进大消费
第十五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在广州举行

三湘时评

小屋场“大战略”

108字学规与它背后的山长们

湘 军

冬修水利夯基础
11月22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双吉村，挖掘机在清理河道淤泥、疏通河道，工人们忙着垒砌、加固生态护岸堤。入冬

以来，该县抢抓枯水时机，通过把好目标进度关、工程质量关、资金投入关，着力推进中小河流综合整治、水库除险加固、农田
灌溉工程等冬修水利项目建设，为农业增产增收夯实基础。 刘强 吴旭 摄影报道

▲ ▲（紧接1版①）就是要从党的光辉
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始
终铸牢理想信念之魂，站稳人民立
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担当、体现作
为。

毛伟明强调，湘潭是伟人故里，韶
山是毛泽东同志的故乡。发扬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首先要在这里见到
实效，把毛主席的家乡建设好。希望湘
潭和韶山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把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加快推动湘潭和韶山高质量发
展。

调研期间，毛伟明一行还考察了
三一（韶山）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并参
观了毛泽东同志故居、中共韶山特别
支部历史陈列馆等。

▲ ▲（上接1版②）
21日下午，省总工会还组织召开了

湖南省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欢送会。会议指出，全国劳模和先
进工作者在各自岗位上干出了成绩，成
功当选是对大家取得成绩的充分肯
定。希望大家以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精神状态，展示湖南的一流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