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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0.85平方公里的古城，25家民间博物馆延续千年古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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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阳古城有种独特的味道，那就是

原生态。这座穿越了历史风雨的古城，

一条条承载着时光密码的街巷，几乎如

当初一样保持原貌。

徜徉在石街上，感受到这座古城的

宁静，这里没有丝毫开发后的商业气

息。“与很多被过度商业开发的古城不

同，目前居住在黔阳古城里的超过 90%

都是原住民。”黔阳民间艺人陈志明说，

许多人家祖上就是画家、篆刻师等，崇

尚文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46 岁的蒲曾俊在古城内开了一家

名为“石雅楠香”的博物馆，主要收藏包

括石刻、古钱币、金丝楠木艺术品和个

人雕刻作品。“我从小爱好美术，通过自

学从事木雕。”蒲曾俊说，他平时销售一

些古玩赚些钱，自己再做些雕刻手艺也

赚点。开民间博物馆，更多是因为爱好。

因为爱好，古城内的收藏爱好者到

了痴迷的程度。“璞庄奇石

馆”的馆主袁世

才 尽 管 年 过 70

岁，但每年还是有一大半时间在全国到

处跑，不停寻找下一块奇石，他乐此不

疲。

“为了这些石头，我是付出了血的

代价。”2005 年，他在洪江市沙湾乡一农

户家看中一块石头，“三顾茅庐”都没买

成。一个傍晚，他又一次来到农户家，一

只狗突然窜出来，吓得他摔倒在石堆

上，头破血流。农户被他的诚意感动，终

将石头卖给他。因该石像极了一匹奔跑

的骏马，他给石头取名为“马到成功”。

“建立这个博物馆，投资上百万元，

储蓄几乎全部花光。现在的生活，除了

每个月数百元的门票收入外，主要拿自

己的养老金在维持。”袁世才说。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有的民间博

物馆“以艺养艺”，即靠其他手艺赚钱维

持博物馆的运营，有的是纯展览，靠馆

主养老金维持生计。

“ 把 老 祖 宗 留 下 来 的 技 艺 传 承 下

去。”然翔园民俗博物馆馆主杨汉明坦

言，自建博物馆，目的是抢救面临消失

的古巫傩文化。

“一片冰心在玉壶。”在杨汉明这里

得到了印证。曾经有一位日本游客出价

1200 万元人民币，想打包他的全部面

具，并邀请他去日本传授棕编技艺，被

他拒绝了。“因为这是中国的非遗，要在

自己的国家传承下去。”他说。

“针对民间剪纸后继无人的现状，

开设剪纸博物馆，就是希望传统文化得

以传承。”“黔阳剪纸馆”馆主邱宏麒说，

他免费培训国内外学员 1700 余人，免

费接待中外游客 10 万余人次。为传播

红色文化，他先后展出“通道转兵”“红

军长征过黔阳”等红色文化剪纸展。

子承父业。罗云军的儿子罗志民，

受父亲的影响，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

后，选择回到家乡，与父亲共同管理竹

艺馆，双双成为黔阳竹编非遗传承人。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竹编工艺，

罗志民选择了产业发展之路。2014 年

11 月，在父亲原有竹编厂的基础上，罗

志民申请注册了怀化市夜郎竹艺产品

有限公司。

“在传承的同时，运用大学所学知

识进行创新。”罗志民说，他曾设计出一

款“竹+衣”的概念文创产品，在夏天穿

时好凉快，深受游客喜爱。

记者在竹艺馆看到，罗志民创新竹

编艺术作品多次在全国旅游商品大赛

中获奖。“年轻人，有文化、视野开阔，我

自愧不如。”罗云军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兴办一批有特色、有品位的博物

馆，有利于传承古老的文明，促进旅游

兴市。”洪江市文旅广体局资源开发股

股长杨顺辉介绍，该市出台了《洪江市

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暂行办法》，鼓

励个人、企业自建传统手工艺馆、非遗

馆、民俗文化馆、特色博物馆等文旅新

业态，经市相关职能部门认定，运营一

年以上的一次性给予 5 万元奖励。

“政府的支持、引导，促进民办博物

馆脱颖而出。”杨顺辉说。

湖南日报 11 月 1 日讯（全媒体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胡清）近日，在岳阳市平江县福寿山镇，

“平江号”岩石隧道掘进机缓缓转动刀盘，开始

向前掘进施工。这意味着湖南在建最大抽水蓄

能电站——国网新源湖南平江抽水蓄能电站进

入快速建设阶段。

湖 南 平 江 抽 水 蓄 能 电 站 自 流 排 水 洞 全 长

3989 米，为水轮发电机组重要的排渗排水设施，

与长度 5600 米的排水廊道构成电站日常和应急

排水系统。该隧洞最小埋深 15 米，最大埋深 530

米，洞室围岩多为微风化新鲜花岗岩、花岗片麻

岩，设备掘进需穿过 21 个半径 30 米的弯道，施工

难度较大，是电站建设的关键控制工程。

参与隧洞施工的“平江号”岩石隧道掘进机，

直径 3.63 米，总长 75 米，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和

国网新源湖南平江抽水蓄能公司、中国水电八局

联合打造，加载了长距离小转弯螺旋掘进、大坡

度有轨运输、主机可回退设计等关键技术。

国网新源湖南平江抽水蓄能公司董事长唐建

国介绍，工程采用岩石隧道掘进机施工，每月进度

预计突破 500 米，是传统钻爆法施工速度的 4 倍，

还可以大幅降低人员施工作业风险，有望在施工

中创造 30米最小转弯半径、9公里最长独头掘进业

绩，开创国内抽水蓄能电站隧洞施工新纪录。

据悉，国网新源湖南平江抽水蓄能电站总投

资 88 亿 元 ，总 装 机 140 万 千 瓦 ，设 计 年 发 电 量

10.09 亿千瓦时，抽水电量 14.53 亿千瓦时。电站主

体工程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开工建设，目前有 32 个

作业面、1000 多名施工人员作业，成为湖南抽水

蓄能电站绿色高质量建设的生动样本。

助力湖南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平江号”岩石隧道掘进机开挖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刘琼

眼前这副傩面具名为“食神 ”，宽

2.4 米、高 3 米，呈褐色，是世界上最大

的棕绳面具。远观面具，粗犷原始，有

一种野性之美和神秘之感。走近细看，

可见额头上有一条蛇，其代表抓老鼠

以保护粮食；面具的口是张开的，代表

有粮食吃。

在洪江市黔阳古城然翔园民俗博

物馆，展出各类傩面具近 100 副。辰河

棕编技艺，系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55 岁的馆主杨汉明是棕编傩

面具技艺传承人。

一副副面具栩栩如生，面目传神，

杨汉明娓娓道来，如痴如醉。“棕编傩面

具技艺传承了千余年。杨汉明介绍，这

个“食神”的面具，他花了 128 天，用了

7364 米棕绳才编织完成。

在黔阳古城，类似的民办博物馆共

有 25 家，各具特色。主要分为非遗文化

类、故事故居类、古玩收藏类、工艺美术

类、文创民宿类等。

怀化城区向南，车行不到 1 小时，

两条河流怀抱着一片古建筑群，便是黔

阳古城。这片约 0.85 平方公里的古城，

最早距今 2200 多年，是历史上黔阳县

城所在，保存了明清、民国时期的数百

栋建筑，是湘西地区明清时期古城镇的

典型代表。2013 年，黔阳古建筑群成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 月 30 日，记者迎着霏霏秋雨，游

览古城，看过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芙蓉

楼”，领略了“诗家天子”王昌龄在此写

下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名句后，

漫步古城小巷，不经意间，竟发现这里

一家家自建博物馆，串起一颗颗散落民

间的“历史珍珠”。

城东节孝祠里，黔阳古城旅游文化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黔阳民间艺人陈志

明的自然根艺博物馆，藏品超过 2000

件，所有藏品都由匠人依据天然树根本

来的形状稍加雕琢而成。

馆内分为左右两厅。

左厅收藏的是人文天然的艺术品。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遵循‘只减不增’的

古法，确定它像什么之后，只做基本修

剪，绝不再进行其他雕饰。”陈志明说。

进入右厅，迎面摆放的是长3米、高1

米的阴沉木作品《翼龙》。形状似龙的骨架，

有头、有尾、有翅膀，龙头有眼、有鼻……

“阴沉木不稀罕，但这个自然有形、

有主题、有灵魂的作品，实属罕见。”陈

志明说，20 年前，他在芷江城 水河修

建防洪堤时发现这个“宝贝”。当时上面

粘满了泥沙，一场大雨冲洗过后，作品

的神采便呈现了出来。

和陈志明一样折服于这种大自然

巧合的还有袁世才。走进他的“璞庄奇

石馆”，仿佛进入了一个奇石的世界。在

一楼展厅内，摆放着 300 余块形状不一

的石头，有形状酷似马、鲸鱼、熊猫等的

象形石，有纹路神似文字“灶火”“石油”

“万”等的文字石。

上二楼，进一小厅，里面摆放的全

是袁世才在全国各类赏石博览会上获

奖的作品，被他视为珍宝。

作品“南极精灵”，在 2012 年中国

第十届赏石展暨国际赏石展上荣获金

奖 。这 块 石 头 看 起 来 像 海 豚 ，长 79 厘

米，石体光滑，线条流畅，色泽艳丽，石

质坚硬。“这个作品是纯天然的，没有经

过任何人工雕饰，这也是奇石的可贵之

处。”袁世才说。

古城里也有一类博物馆，展出的全

是主人自己的手艺。

门上的自动感应器发出一声“欢迎

光临”，游人只需在一旁的登记簿上签

个字，就可以参观邱宏麒老人的黔阳剪

纸博物馆。在他的仿古式的展览馆内，

各式剪纸琳琅满目。馆里的每一幅作

品，都是他一刀一剪亲手完成。“镇馆之

宝”《清明上河图》足有 8 米长、半米宽，

邱宏麒花费两年多时间。

2012 年，为承传“剪纸”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邱宏麒自筹资金创建了“黔

阳剪纸馆”。

灯，亮起来了。黑暗退去，眼前的竹

灯笼，看起来颇有复古的感觉。

“这款竹灯笼很受欢迎，买主一般

为农家乐或者作为拍电影的道具。竹制

品一大特点就是环保、无污染。”黔阳竹

艺馆内，听黔阳竹编非遗传承人罗云军

讲述，如数家珍。

馆内收藏年代久远的水车、箩筐、

背篓、竹椅等，唤醒了人们对传统农耕

文化的记忆。传承创新的竹灯罩、竹帽、

竹茶壶等，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自己办个博物馆，自任馆主。”在黔

阳古城，兴建民间博物馆蔚然成风。这些

收藏爱好者展示家传藏品、民间物件，不

求“大而全”，但求“小而精”，丰富了历史

的细节，激起了人们深藏的内心记忆。

听！！民间博物馆背后的故事，彰显古城收藏爱好者的殷殷情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铭俊

在卫星导航系统中，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器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电子测量仪器，以前全部依靠进

口。如今，国内市场 60%的份额，被长沙北斗产业

安全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长沙北斗研究院”）

研发的产品占据。

成立仅 2 年多的长沙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

简称“长沙先进院”），研发人员由 10 余人增长到

130 余人，100%为本科以上学历，申请相关知识产

权达 70 余项，项目总投资超两亿元……

今年 9 月，长沙北斗研究院、长沙先进院、株

洲国创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等 21 家省内机构，在省

科技厅备案成为湖南省首批新型研发机构。此

外，有 25 家机构被列入湖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培育库。

这支创新的生力军为何能取得超常规的成

绩？如何破除科技与市场“两张皮”的痼疾？我省

未来将如何发展新型研发机构……

10 月 29 日，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我省

几家新型研发机构和相关管理部门，一探究竟。

必须是独立的法人机构，能独立
承担业务

根据科技部的要求，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

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

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

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独立法人机构。

“很多人以为新型研发机构是平台，这其实

是个误解。它一定是独立的法人机构，是能独立

承担业务的主体。”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创新体

系建设处处长王先民告诉记者，新型研发机构可

以是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事

业单位和企业，但它必须是独立的法人机构。

“成立之前，我们设想做一个集高层次人才、

创新团队和专业服务的平台，但做着做着就发现

光做平台是不够的，还需要组建自己的创新力

量。”长沙先进院副院长张宇航介绍，长沙先进院

正式成立时，长沙市政府出资 30%，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出资 70%，形成了一个政府主导、央地共

建，以企业化管理模式运作，具有相对灵活的人

财物自主权的新型研发机构。

株洲国创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单位则

多达 12 家，包括中车株机、中车株洲所等 4 家中

车在湘核心企业和株洲国投、株洲高科 2 家株洲

市国有平台公司等，搭建了从生产到应用的创新

平台，也有利于推动公司原创技术从“技术-产

品-商品”的快速转换，实现从平台型公司到实体

企业的蝶变。

“四不像”单位机制灵活，可融合
各方优势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在业界看来，新型研发

机构是“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

全像企业，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的“四不像”单

位。这样的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如何？

在长沙先进院，2 年时间研发人员增长了 10

来倍，到今年底将突破 150 人。这里的研究人员不

仅可以参与国家、省、市重点项目的攻关，研发高

科技产品，还能享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职

称评定。

长沙市政府赋予长沙北斗研究院一定的自

主权，企业可以将真正需要的人才认定为长沙市

紧缺急需人才。人才来到研究院后，不仅可以选

择喜欢的研究方向，获得股权激励，研究院还会

通过跟大学合作的方式不断给团队输入新的技

术人才。

长沙北斗研究院执行院长明德祥介绍，高校

的优势在技术研发，但缺乏企业的转化能力和先

进的管理经验；科研院所能够把技术做好，但未必

能把一个产品做好，未必能把市场做好；企业有灵

活的运营机制，但难以构筑平台的公信力，在抗风

险能力、引进人才的优势上，都是有缺陷的。“新型

研发机构将政府的政策优势、企业的机制优势、还

有核心团队的人才优势整合，科研跟产业紧密结

合，解决了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

为实现科学家与企业的合作，我省首批新型

研发机构之一的潇湘大数据研究院联合中国工

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成立了“数学与企业合作交流

平台”。在这里，数学与工程应用、产业化对接融

通，数学家可获取企业发展中有重大需求的数学

课题，企业容易找到合适的数学家。“让企业的问

题科学化，将科研的结果落地化。”潇湘大数据研

究院执行院长王再东说。

是加速器，也是孵化器

面对新型研发机构这个新生事物，各方都在

探索中前行。

2019 年，科技部下发指导意见提出，新型研

发机构的三大任务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研发

服务。意见落地之后，不少省份将其细分为科技

创新、企业孵化、人才培养。

在王先民看来 ，新型研发机构是一个加速

器，要通过源源不断地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成

现实生产力。它还是一个孵化器。“不仅自己要裂

变，吸引国内外的人才、技术共同发展，还要促进

别 人 的 裂 变 ，孵 化 出 新 的 团 队 、项 目 、产 业 、公

司。”

潇湘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伊始，仅有研发、商

务、人才培养三个团队。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摸

索，便明确了专业领域，陆续成立人工智能研究

中心、大数据研究中心、区块链研究中心以及韧

性城市、医疗大健康、金融应用、智能制造、社会

治理等行业研究中心。由研究院作为牵头方，各

投资方作为发起人，设立大数据产业投资基金，

为长沙乃至全省大数据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孵化

提供动力。

共享创新平台、市场网络、服务商、重点项

目、合作方创投基金和产品应用场景，今年，湖南

国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与株洲启迪孵化器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共建了“湖南省功率半导体创新

中心产业孵化平台”，目前入孵企业已达 6 家。

长沙先进院建院伊始，仅有人工智能、海洋

科技两个方向共 10 多人的研发团队。在技术带头

人的带领下，慢慢形成了创新联合体，目前已分

化出有几十人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中心和海洋

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今年新成立的开源创新中

心、交叉学科创新中心也在经历同样的发展路

径。长沙先进院院长助理李凌荣告诉记者，在长

沙先进院的扶持下，最初微小的想法都能有团队

去点亮，团队再发展为联合体、中心，经过长沙先

进院的基金孵化、培育，适当的时候，中心便能独

立出来成立一个新的企业、一家新的研发机构并

走上上市之路。

这就是新型研发机构的力量。湖南看见了这

种力量。

目前，鼓励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已列入省科技

厅的议事日程。鼓励新型研发机构申报各类政府

科技项目，对在省内转化、产业化的科研成果给

予奖励，对机构非财政经费支持的研发经费投入

给予研发经费奖补……湖南将力争到 2025 年建

成各类新型研发机构 400 家以上。

21 家机构备案成为湖南首批新型研发机构。
它们成立时间短、人才聚集力强、科研成果多——

新型研发机构为什么能

湖南日报 11月 1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尚武)

农业农村部日前对 2021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

单进行公示，湖南省有 12 个村入围，居全国前列。

入选的 12 个村是：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

明村、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郴州市北湖区保和

瑶族乡小埠村、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仙庾岭村、

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永州市零陵区南津渡

街道香零山村、双峰县荷叶镇荷塘村、衡阳市珠

晖区茶山坳镇堰头村、平江县加义镇杨林街村、

新邵县严塘镇白水洞村、安化县马路镇云台山

村、沅陵县官庄镇界亭驿村。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层层筛

选，12 个村入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些村依托

当地资源，充分发掘农业功能，完善基础设施，乡

风民俗良好，打响乡村休闲旅游品牌，带动乡村

繁荣和农民就业增收。

据悉，至 2020 年，湖南创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 40 个，打造国家级星级农庄 243 家、其中国家

五星级农庄 94 家。去年，全省乡村休闲旅游接待

游客超 1.99 亿人次，经营总收入近 500 亿元。

2021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公示

湖南有12个村入围

氵舞

节孝祠内自然根艺博物馆，右厅展

览的阴沉木作品《翼龙》。 王森 摄

然翔园民俗博物馆，馆主杨汉明在介绍他的各类傩面具。 王森 摄

航拍下的黔阳古城。

胡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