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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七星墩遗址被确定为我省规模最大新石器时代城址

湖南首次发现双重城、壕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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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1日讯 今天，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经
过近8个月的考古工作，位于岳
阳市华容县东山镇东旭村的七
星墩遗址被确定为目前湖南规
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该
遗址的双重城、壕结构在湖南地
区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史前城
址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据七星墩遗址考古项目负
责人王良智介绍， 本次主要对
内圈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
“七星墩内圈有7个3米至5
米高的土墩， 因为地理分布形
似北斗七星得名‘七星墩’。经
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这7个土
墩原本是相连的长方形城墙。”
王良智说，在“七星墩”南部还
有5个土墩。 当地百姓称，20世
纪7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
利建设， 挖掉了外围的许多土
墩。1969年拍摄的卫星照片显
示，“七星墩” 外围北部和东部
有连成一体的土墩。 经过发掘
勘探与分析，考古队初步确定，
七星墩遗址有内外两圈城、壕，
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 取代澧
县的鸡叫城 （总面积约22万平
方米） 成为目前湖南规模最大

的新石器时代城址。
“内圈南城墙分为4层，一
次修筑而成， 有夯筑和堆筑两
种方式。”王良智介绍，城墙的
第3层和第4层之间有一层极薄
的木炭（屑）堆积，第1层上方有
陶器等人类遗存。 根据城墙与
文化堆积的叠压打破关系和碳
十四测年数据， 七星墩遗址应
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 使用
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长江中
游地区的史前城址大多在石家
河文化晚期废弃， 七星墩城址
的废弃时间更晚， 对研究长江
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兴衰、文
明进程等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不同于国
内其他城墙遗址均使用单一纯
土修筑， 七星墩遗址城墙有褐
色、 黄色、 棕色黏土和黄色粗
砂、青膏泥等多种材料，被王良
智称为“五花土”。
“应该是为了让土质结构
更紧密，使城墙更坚固。”他说，
五花土结构复杂，来源多样，分
层清晰，有明显的加工迹象，为
研究古代城墙的建筑工艺、设
计思想等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琳玲

古诗词教育专家长沙“以诗论剑”

本报1月11日讯 “诗是无
形画，画是有形诗”，今天，寻找
中国好课堂——
—首届中国诗词
教学大会在长沙开幕。 来自全
国的30多名中国古诗词顶级教
育专家、 老师与诗歌大家共同
探讨青少年中国古诗词教育的
新方法、新方向。
目前， 湖南的青少年古诗
词教育方兴未艾，60%以上的
大中小学都成立了诗社等各种
古典诗词文化兴趣的社团，引
导和培养湖湘子弟对古诗词的

热爱。 中国古诗词教育专家教
授、全国特级教师王崧舟表示，
诗词是从人生和诗意的角度来
浸润孩子， 诗词要从儿童当下
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出发， 提供
高价值的精神养料。
此次古诗词教育大会将由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
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报
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主办。据
了解， 诗词大会将每年举办一
次，长沙成为这一大会的永久举
办地。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去师大看少儿美术书法展

本报1月11日讯 写写画画、
涂涂抹抹是孩子们的语言。1月
12日至14日，“湖南省少儿美术
书法精品展” 在湖南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学府美术馆举行，感兴趣的
读者可现场看看孩子们的作品。
据介绍，“湖南省少儿美术
书法精品展” 由文化和旅游部
艺术发展中心长沙考区委员会
主办， 组委会共收到全省各参
选机构选送的1000余件作品，

涵盖3至12岁不同年龄层次的
孩子。经过评审委员会初评、复
评，评选出100幅优秀的作品参
加展览并入选 《湖南省少儿美
术书法作品精品集》。
组委会表示， 本次展览所
有门票收入，均捐献给“春雷公
益”用于改善乡村学校环境，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推进乡
村学校的教育改革。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程琳琳

“武”力难挡
3∶0战胜菲律宾，亚洲杯中国队晋级16强
本报1月11日讯 北京时间今晚，2019亚洲
杯C组第2轮， 中国队在阿布扎比迎来了与菲律
宾队的比赛。最终，国足3∶0获胜。武磊梅开二
度，替补出场仅16秒的于大宝头球锁定比分。国
足以两连胜提前从小组出线晋级16强。1月16日
21点30分，国足小组赛末轮对阵韩国。
在小组赛首战比赛中，中国队2:1有惊无险
地逆转战胜吉尔吉斯斯坦，拿下3分。第
二轮比赛， 对阵实力不如自己的菲律
宾队，国足打平就能出线。不过
为了能尽量在亚洲杯后走得更
远， 中国球迷则希望 球 队不再
“玩心跳”，期待顺利拿下3分，取
得出线名额，现在球迷终于如愿
以偿。
■记者 叶竹
1月11日，中国队球员武磊在比赛中进攻。

《歌手》2019开唱
谁叫醒了你的耳朵
本 报 1 月 11 日 讯 虽 然
综艺节目不断增多，《歌手》
一直屹立在这片丛林之中，
它不断地更新， 总能给大众
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今晚，
《歌手》2019开唱， 吴青峰演
唱《燕 窝》、 张 芯 演 唱《可 汗
山》、逃跑计划演唱《一万次
悲伤》、克里斯演唱《Beatutiful Mess》、杨坤演唱《我比
从前更寂寞》、齐豫演唱《最
爱》、刘欢演唱《夜》，皆是“声
入人心”，7位歌手同台竞技，
谁叫醒了你的耳朵？
在所有首发中，不见其人
先闻其名， 来自保加利亚的
00后”创作歌手克里斯最神
“
秘。 今年刚满18岁的他是节
目有史以来年纪最小首发，也
因颜艺双馨被众多网友认为
是本季
“
黑马担当”。作为年少

成名的
“
天才型歌手”，三岁踏上
音乐之路，六岁进入当地著名儿
童音乐团Neposedy，十七岁即
在欧洲歌唱大赛上一战成名。今
晚的他带来了大胆改编，并加入
中 国 风 的 成 名 曲《Beautiful
Mess》，收割大片少女心。
值得一提的是， 新一季节
目规则也迎来变革。首先，本季
成绩以电子票与纸质票各占
50%的比例来统计， 音乐合伙
人可在歌手竞演过程中得知实
时的电子票成绩排名。其次，歌
手不再集合等待结果宣布，而
是以拆信封的方式获悉部分排
名，若打开“排名信封”，歌手可
得知该名次的获得者； 若打开
“歌手信封”， 则了解该歌手的
个人排名， 但当期排名后三的
歌手，其信封内为空白。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程琳琳

黄明昊自评表现及格要努力
本报1月11日讯 推理
综艺 《明星大侦探》（以下简
称《明侦》）第四季正在芒果
TV热播。本季加入了许多新
鲜血液， 黄明昊就是其中一
员。昨日，黄明昊接受了三湘
都市报记者采访， 他坦言自
己是《明侦》的粉丝，能参加
这个节目感到非常骄傲。面
对网友的质疑， 他表示还会
继续努力。
《明侦》第四季不仅仅在
剧情、环节上做了许多创新，
黄明昊等新人的加入也给节
目带来了全新的互动效果。

而黄明昊本人也表示， 从第一
季的第一期就开始看 《明侦》，
算是做了一些准备，“
《明侦》见
证了我从练习生到出道成为一
名新人艺人， 这是对我的认
可。”黄明昊给自己的表现打了
及格分， 同时他也承认确实有
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目前，《明侦》第四季也已经
播出了10个案件，同时新形式的
悬疑大幕即将拉开，系列微剧《明
星大侦探之头号嫌疑人》也即将
上线。黄明昊透露将担任微剧主
角，献上自己的影视处女作。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新华社 图

百团跑友
聚跑松雅湖
本报1月11日讯 今日上午，“体
彩杯” 湖南省第一届马拉松跑团挑
战赛在长沙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鸣
枪开跑，来自全省112个跑团的750
名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田
径协会承办。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介
绍， 本次赛事主要面向湖南各大跑
团、跑者、协会、企事业单位，旨在彰
显湖南群众体育热度， 扩大湖南地
域辐射能力， 展示和宣传城市美好
形象。比赛为团体赛，赛道绕湖南松
雅湖国家湿地公园一圈，共10公里。
据了解， 为进一步推动长跑运
动在湖南省的科学发展， 省田径管
理中心还特别邀请了省田径队队医
刘凯和湖南田管中心赴美留学教练
员汤立双于当天下午为参赛跑友们
开展谈运动损伤与预防和长跑运动
的力量训练讲座， 鼓励跑友们和长
跑爱好者们科学健身。 ■记者 叶竹

环艺委讲述
“2018我们的故事”
本报1月11日讯 今日，湖南省
设计艺术家协会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委员会（以下简称环艺委）以“2018
我们的故事” 为主题举行学术分享
交流年会。
在设计分享环节， 张剑飞述说
了“城市微更新与乡村建设”，王东
讲述了“地域情怀的建筑表现”，毛
圣清分享了“餐饮空间的设计方法
论” ……环艺委负责人表示，2018
年环艺委开展了一 系列 有 影响 的
活动， 推出了许多设计精品力作，
在新的一年将继续为美丽湖南建设
做贡献。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