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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瓷器载历史

1998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
岛附近的爪哇海域，一艘满载中国唐
朝货物的阿拉伯帆船被发现，这就是

“黑石号”。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盛
景的见证，“黑石号”运载数量庞大的
晚唐瓷器。其中，打捞出的67000件货
物中，有57000多件来自长沙窑。

在新落成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
记者见到了从“黑石号”打捞者手上
征集回国的 162 件 （套） 唐代瓷器和
千件长沙窑精品文物。绘制西亚文化
元素纹饰的碗、镌刻阿拉伯文字的背
水壶、西域地区流行的带流灯……在
湖南省博物馆瓷器研究专家方昭远看
来，长沙窑简直就是唐代的“外向型
企业”。

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文物管理部部
长瞿伟告诉记者，一千多年前，湖南
长沙铜官窑的瓷器从湘江出发，到洞
庭，沿着长江航道顺流而下至扬州，
从扬州港行至广州港后，在广州进行
统一整理打包，然后驶向阿拉伯地
区。长沙窑的陶瓷远销到亚洲各地和
东北非等 20多个国家，最远的到了非
洲的埃塞俄比亚。

走在位于长沙望城区的铜官窑历
史文化街道上，耳边传来的叮叮当当
的陶瓷碰撞声。铜关，扼湘江之咽。
1200 多年前，长沙窑的工匠们，就是
在这里运用土、水、彩、釉、火五种

“乐器”，首创釉下多彩瓷和铜红釉
瓷，将阿拉伯文化等融合贯通，演绎
出一场瓷器“交响乐”。

如今，随着铜官窑遗址的建设和
开发，二次创业带动了地方产业的发
展。瞿伟介绍，在距离博物馆不远的
长沙市望城区，陶瓷企业和文创企业
纷纷涌入，以铜官窑为龙头、以陶瓷
为支撑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一江两
岸”的区域发展势头强劲。

洞庭碧波汇四方

“八月长江万里晴，千帆一道带风
轻。尽日不分天水色，洞庭南是岳阳
城。”8月初，记者来到湖南岳阳市洞
庭湖区，时值夏季丰水期，又遇上一
场大雨刚落，碧空如洗，远望去，洞
庭湖水天一色，几只小船时而经过，
对岸的君山岛清晰可见，正是“遥望
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一位岳阳本地人告诉记者，五六
年前，洞庭湖的水还比较浑浊，河面
上控沙船很多，许多垃圾冲到岸边，
影响了岳阳楼景区的美观。近年来，
湖南省加大了环洞庭湖整治力度。湖
南省环保厅副厅长刘群介绍，2016
年，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启动实
施，中央环保督查之后，又聚焦洞庭
湖流域畜禽养殖污染、非法采砂采
矿、欧美黑杨种植等 18个问题一一解
决。

洞庭湖南纳湘、资、沅、澧四水
汇入，北则由东面的岳阳城陵矶注入
长江。记者来到位于城陵矶新港区的
天欣码头时，这个原来的砂石、水泥
码头已不见繁忙的运货景象，巨大的
水泥储罐正在调离。这是岳阳今年 5
月以来开展长江岸线港口码头“关停

并转”专项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
新港区管委会主任王文华告诉记

者，环保指标不达标，存在噪声、扬
尘等污染和水生态破坏等的码头一律
关停，全部还原复绿，新的码头建设
将纳入统一规划的功能分区，达到长
江岸线有序开发、集约利用。

湖南对于“一湖四水”的保护力
度之大，长沙中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李玉东有着直接感
受。他告诉记者，为保护湘江生态，
在工厂 5 个亿的投入中，环保投入超
过 1000万元。以前油桶等包装垃圾可
以卖钱，现在却要通过有资质的第三
方企业来回收。

正是通过多方努力，湘江水生
态、水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据生态
环境部刚发布的全国今年上半年地表
水环境质量状况，湘江流域 157 个省
控考评断面上半年水质总体为优。

水清了，文化旅游更美了。如今
游客来到洞庭湖区，都会沉醉于洞庭
碧波万顷的美景，幸运的人还能看到
江豚跃出水面，露出标志性的“微
笑”。岳阳市旅游外事侨务委员会副主
任黄立告诉记者，游客来到岳阳楼，
不仅是看美丽的风景，更要感受其承
载的忧乐精神。

湖湘文化传世界

岳麓山下、湘江之滨，有一家依
山傍水的书店叫“麓之风”。这家不太
大的书店，店内阅读之人却不少，有
着“长沙最美书店”的美誉，其楼上
就是岳麓书社的所在地。作为全国知

名的古籍出版社，《曾国藩全集》《陶
澍全集》《沈从文别集》等众多知名书
籍正是出自于此。

“都以为古籍出版不好卖，但我们
的线装书卖得很好！”介绍起岳麓出版
社的业务，社长易言者言语中透露着
自豪。“这个柜子里是 《湖湘文库》，
相当于湖南的《四库全书》。这是我们
的《中国历史图谱》，历经3代人60年
完成，用图片来讲述中国历史，很受
欢迎。还有这套四大名著不同于其他
版本，不仅可以看，还能随时听，我
们邀请名家大师来演读、讲解经典，
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行……”

近年来，文化湘军崛起，出版为
其中重要一环。作为湖南出版业的品
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走出了一条“守正出新”的新路，在
中国出版行业取得了响当当的名号。

在中南传媒，花几十年做一本书
并不罕见。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寂
寞，与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扎硬
寨、打硬仗”的性格特色不无关系。

在公司董事长龚曙光看来，“出版
行业不像高科技企业能一夜暴富，它
的成绩是一代代人做出来的，不安心
就做不好书”。如今，传统出版和现代
传媒占了公司营收的 90%以上，一套
套精品力作不断面世，还有许多教
材、书籍出口到南苏丹等国家，被商
务部誉为“文化援外新模式”。

站在岳麓出版社的顶层露台，湘
江风光尽收眼底，背后则是山林掩映
下的岳麓书院。正是浸润在这样的环
境和文化底蕴之中，湖湘文化的历史
得以赓续，新时代的文化长江之歌也
唱得响亮。

如今，来到一座城市，去当地的高校看
看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暑期又至，高校
游持续火爆。

早上不到八点，从安徽合肥来到北京旅
游的王女士就带着孩子在清华校门口等待核
验身份入校。王女士本是一名教师，趁着假
期她特意带着刚上高中的儿子来北京旅游，

“想要孩子感受一下一流学府的氛围，激励他
考个好大学。”像王女士这样带孩子来高校参
观的游客不在少数，北京的酷暑也挡不住人
们参观名校的热情。

在北京的夏秋时节，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校门口时常一大早就排起了想要进校参观
的长龙，校园里则是人满为患。一直以来，
名校都是不少家长心中解不开的结，他们往
往对校园里类似水木清华等地标式场所了解
不多，反而校门前拍照留念才是必须的，旅
行目的更多是为了感受名校的环境和氛围。
除了此类散客，校园里也常见青少年团队，
身着统一的服装，有领队引导着参观校园。

据了解，每逢假期，不少旅游社、培训
机构等都会组织青少年来高校“游学”。曾多
次组织此类活动的孙先生说：“高校游是我们
机构招揽学生的重要招牌，不同于散客的走
马观花，我们安排比较紧密，参观校园之外
也有机会深入到学校博物馆等参观，在餐厅
就餐等，让大家有更深入的体验。”这样一来
二去，原本旨在教育科研的高校有了些许景
点的意味。

高校游不仅“热”在暑期。每年 3 月的

樱花季，“去武大看樱花”就成了大家津津乐
道的出游选择，微博上“武大樱花”标签的
话题阅读量有数千万，网上还有“三月赏
樱，唯有武大”的说法。今年三月，在成都
读大学的小吴特意和同学飞到武汉赏樱花，

“看到满簇樱花少女心爆棚，就是感觉人比花
还多……”

外来人员频频进出学校，免不了带来一
些困扰。参观者的增多使得校园环境遭到破
坏，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受到影响。一直以

来，关于国内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报道也层出
不穷，具有历史积淀的名校随着游客的蜂拥
而至也未能幸免。

校园环境受到影响，不少学校服务机构也
成为焦点。在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的厦门大
学，一到午饭时间，除了老师和学生的身影，游
客也不在少数。“平时到饭点餐厅就很拥挤了，
再来一堆游客，我们吃饭更不方便了。”厦大学
生小徐抱怨道。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拥入校

园，不少学校也纷纷采取预约参观、限制人
流等方式做好校园开放的管理工作。武汉大
学近年来就对社会公众入校赏樱采取网络实
名预约、限量免费、双重核验的管理方式，
清华大学等学校也严格限制入校人数。

多位专家认为，公立大学理论上是应
该对公众开放的，通过开放可以让公众了
解大学，了解高等教育的作用。但是，高
校应该有序开放，教学科研等不应被开放
所干扰。学校应在人流较大的情况采取一
定措施，比如网上登记，限制人流量等保
证有序参观，进校的参观者也可以有较好
的参观环境。

据介绍，国外许多大学的校园治理是基于
规范的制度和良好的运行。学校会设置专门的
校园开放日，还会安排学生志愿者。专家建议，
中国高校也可以借鉴国外大学的做法，安排志
愿者服务校园参观，带领游客统一行动，也可
以为游客介绍校园文化特色等，让游客对高校
有更深入的了解，实现良性互动。

湖南省虽然只有163公里长江岸线，但湘、资、沅、澧四水及上
万条大小河流，全部汇聚洞庭，汇入长江。在湖南，96%以上面积属于
长江流域。

从《岳阳楼记》的忧乐精神，到如今崛起的文化湘军，千百年
来，湖湘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从湖南出发，名扬世界。今
天，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
放经济带结合部的顶层设计之下，湖南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奏响了独特
的文化长江之歌。

湖湘人，文化长江曲高唱
本报记者 叶 子文/图

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高校游为人们提供了游览新去处，也给学校秩序带来了一些困扰

校 园 游 ，怎 么 游 ？
吕 倩 王俊岭

图为湖南岳麓书院里陈列的湖湘特色书籍。

目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荔波县至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高速公路
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建设者们
战高温酷暑，昼夜施工，力争
今年12月通车。

据了解，荔榕高速公路线
路 总 长 约 67 公 里 ， 双 向 4 车
道、设计时速 80 公里，总投资
额约104亿元。图为荔榕高速公
路榕江段都柳江大桥。

王炳真摄 （人民视觉）

拉萨雪顿节起源于公元11世纪中叶，意为吃酸奶的节
日，于 2006 年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今年的雪顿节从 8 月 11 日至 17 日，为期 7 天，期间每天都
有藏戏演出。图为日前，西藏拉萨哲蚌寺举行盛大展佛仪
式，一年一度的雪顿节正式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摄影报道

本报广州8月13日电（记者贺林平） 日前，广东首次
就大气污染防治专门立法的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条例拟规定，在珠江三角
洲区域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煤燃油火电机组 （含企业自
备电站）、钢铁、石油、石化、水泥、平板玻璃、除特种陶
瓷以外的陶瓷、有色金属冶炼等大气重污染项目。

为减少人口集聚区的污染排放，广东此条例赋予地级
以上市政府划定低排放控制区的权力，低排放控制区内，
禁止驶入高排放车辆、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同时，条例规定，城市新区的开发、建设和旧城区的改
建，应当结合城市通风廊道建设，禁止在通风廊道上建设
高层建筑群及其他影响大气扩散条件的建设项目。而关于
珠三角禁止新扩建钢铁石化等项目的条款，则是在2009年
颁布的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 基础上进
一步加码。

2018年 8月 11日，河南南阳，上百名研习古筝的中小
学生聚集在方城七十二潭内的高山、湖边、广场等多个地
方，齐奏历史经典名曲《渔舟唱晚》。

石光明摄 （人民视觉）

荔榕高速
加快建设

南阳百名中小学生齐奏古筝南阳百名中小学生齐奏古筝

巨幅唐卡迎接雪顿节

本报合肥8月13日电（记者孙振） 安徽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前印发 《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目
录编制指南 （试行）》，对省、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框架和
内容进行规范，明确相关指标编制要求，推进公共信用信
息征集、共享和使用。

据了解，《指南》提出公共信用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
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和掌握的，可用于识别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公开属性指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包括全社会公开、依申请公
开、不公开。共享范围参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共享类型
分类，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三种类型。

珠三角严控钢铁石化等项目

安徽规范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安徽规范公共信用信息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