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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华声在线(law.voc.com.cn)评选专题填写人物推荐表进
行推荐

2.拨打三湘都市报新闻热线96258进行推荐
3.通过Hi都市报的微信公众号或腾讯、新浪微博@Hi都市报进

行推荐
4.将相关材料邮寄至三湘都市报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推

选委员会(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52号，邮编：410008)

请你推荐

本报8月29日讯 今天，湖南省旅
游局联合郴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2016年湖南郴州首届美丽乡村
旅游文化节将于9月23日在郴州市北
湖区三合村拉开帷幕， 届时精心安排
的系列活动将会给游客带来非同寻常
的乡村休闲体验。

郴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张希
慧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整个旅游节
活动由“1+4+5”组成，“1”即一个开幕
式；“4”即四大主体活动，包括荧光车
自驾巡游、“北湖山水” 摄影展、“绿心
公社”生活体验周和“金秋鱼米”丰收
节；“5”即设置了五大板块，包括运动
休闲板块、乡村爱情板块、乡村美食板
块、民俗文化板块和乡村科技板块。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蒋诗涵

今年以来， 黄龙洞景区通过
多种艺术形式， 开启“艺术张家
界”的大门，抢占文化旅游高地，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世界自然遗产
地黄龙洞成为“亲洞游”首选旅游
目的地； 首部3D视觉民俗演艺
《烟雨张家界》 每日连演五场，创
湖南旅游演艺新纪录。 这也带动
了张家界整体旅游市场的进一步
繁荣。

“洞听黄龙艺术季” 创始人、
全国人大代表、 黄龙洞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文智告诉记
者，至8月26日止，该景区今年已
接待100多万人次，和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10.04%，再次创新景区开
放以来的历史记录。

“白天看洞，晚上看剧。”黄
龙洞景区除了洞好看， 哈利路
亚音乐厅内常年上演《烟雨张
家界》也非常吸引人，这也成为
该景区的一大旅游特色。近日，
该剧因被里约奥运会开幕式
“抄袭”走红，每日吸引了万人
前去观看。

“我是来打酱油的，我女儿才
是主角。”王云生笑着说，他来黄
龙洞旅游是搭着女儿的便车。当
天晚上， 王云生的女儿所在的乐
队登上了“洞听黄龙艺术季”全国
乐队展演的舞台， 进行了她自己
的首秀。据了解，8月22日-26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支乐队，在
黄龙洞景区轮番献唱。

“‘洞听黄龙艺术季’已成为
一个现象级活动。”黄龙洞景区
的一位负责人透露，借助活动，
黄龙洞景区的特色和优势得到
了很好的传播。据他介绍，里约
奥运会开幕式“抄袭”《烟雨张
家界》，就是参加活动的选手们
发现的。

“黄龙洞是大自然最完美的
声场， 哈利路亚音乐厅将成为成
就世界音乐人梦想的殿堂。”叶文
智说， 要把洞听黄龙艺术季打造
为艺术领域的奥运会， 将黄龙洞
树立为湘西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抢占我国文化旅游发展的新高
地。

■记者 黄海文 实习生 李明

2016年度湖南法治人物评选启动
4种方式向本报推荐或自荐 海选标准：具有推动力、影响力、引领力

CCTV中国法治人物评选已由中央电视台主办
十五年，成为品牌标志性的全国大型年度盛典。

由湖南日报主办、 三湘华声全媒体承办的
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评选活动承担了湖南法
治人物典型的推选工作，评选结果前三甲报送央视，
参与全国年度法治人物评选。从2010年至今，三湘
华声全媒体已连续5年推送5人（群体）荣登央视“中
国年度法治人物”的舞台。

由湖南省委政法委指导， 湖南日报联合省内政
法机关单位主办，三湘华声全媒体具体承办的2016
年度CCTV中国（湖南） 法治人物评选活动再次起
航，从即日起至9月6日，可通过多种途径向我们推荐
候选人。

■记者 龚化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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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CCTV中国法治人物评选
是具有品牌标志性的全国大型
年度盛典，每年12月4日中央电
视台综合频道 (CCTV-1)都将
推出大型专题晚会《法治的力
量———年度法治人物揭晓暨颁
奖典礼》，向彰显法治力量的获
奖人物致敬。

五年来， 三湘华声全媒体
作为央视在湖南地区唯一的合
作媒体，推送5名湖南法治人物
（团体）荣登“中国年度法治人
物”舞台。

2011年， 三湘华声全媒体
推选的免费午餐爱心群体当选
CCTV中国年度法治人物 ；
2012年， 三湘华声全媒体推选
候鸟保护群体当选CCTV中国
年度法治人物；2013年，三湘华
声全媒体推选的“湘江守望者”
登上CCTV中国年度法治人物
的舞台；2014年，三湘华声全媒
体推选的长沙经侦专家张慧当
选CCTV中国年度法治人物；
2015年， 三湘华声全媒体推选
的模范检察官陈运周成为中国

年度法治人物。
成绩背后， 离不开湖南省

委政法委历年来对活动给予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从湖南
日报首次主办CCTV中国（湖
南）法治人物，湖南省委政法
委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耐
心的指导。2015年， 省委政法
委指定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范
运田出任推选委员会主任，省
委政法委全程提供指导和支
持。2016年， 省委政法委在年
初就将CCTV中国（湖南）法治
人物评选工作纳入年度工作
计划。范运田再度出任推选委
员会主任， 省委政法委全程提
供指导和支持。

“省委政法委积极支持湖
南日报与省内政法机关单位合
办这一大型普法活动， 树立湖
南法治人物榜样， 弘扬社会正
能量， 助力宣传推动法治湖南
建设。”省委政法委副巡视员高
鑫代表省委政法委， 预祝2016
年度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
物评选活动成功举办。

5年推出5名中国年度法治人物

据本次评选活动推选委员
会 负 责 人 介 绍 ，2016 年 度
CCTV中国 (湖南)法治人物评
选的候选人征集工作目前已经
启动， 接受组织推荐和个人自
荐两种参与形式。“根据央视年
度法治评选的要求， 结合湖南
的实际情况， 我们将重点从推
动力、影响力、引领力三个方面
遴选出能彰显湖南法治进步的
典型人物。”

推动力：2016年，因为他们
的行动引起了公众对某一个法
治领域的特别关注，因为他们的
行动催化了某些法律法规的诞
生，从而对我省的制度建设和法

治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影响力：2016年，他们在重

大新闻事件当中起到核心作
用， 体现着一个公民对社会的
责任和担当， 他们的言行透射
出强大的精神昭示意义， 影响
甚至改变了公众的行为， 进而
影响了社会的价值观。

引领力：2016年，他们为公
众利益不懈奔波， 他们的努力
代表着法治社会所需的一种难
能可贵的走向， 他们的理念具
有预见性， 放射出法治的精神
与力量， 而且他们人性的光辉
引领更多的人投身社会法治与
进步的事业。

海选标准：推动力、影响力、引领力

即日起可通过4种方式向我们推荐候选人

“艺术奥运会”引爆张家界旅游

旅游连线

郴州首届美丽乡村
旅游文化节9月开幕

8月29日，桂阳县文物部门负责人介绍，由北京大学、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专家组成的发掘队，连日来对该
县正和镇陡岭下和浩塘镇桐木岭遗址进行发掘考察，发现了双排冶炼窑群遗迹，为国内首次发现，有重要文物、学术
和研究价值。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夏程鹏 李勇 摄影报道

郴州发现双排冶炼窑群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