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当天，株洲市的计生干部用公共自行车拼成“70亿人”的图案（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统计，今年10月全

球人口将达到70亿）。以此提醒人们关注人口发展，提倡低碳出行。 记者 李永亮 摄

■记者 徐德荣

“因为办学缺钱， 不得不忍痛割爱。”

近日， 衡阳县七旬老人莫尔雅告诉记者，

因为要重建船山学校， 资金缺口太大，于

是打算将家藏的王船山史论清稿出售，望

换得办学资金， 而他的开价则是4000万

元。

重建学校缺钱，欲卖家藏清稿

现年71岁的莫尔雅， 为弘扬船山思

想，早在1993年自筹资金在衡阳县城创办

了一所船山学校，现开设有学前班、小学

和初中，共有学生五百余人。由于创办时

经济困难，只征地1300㎡，后来学校四周

形成建筑群，无法扩建，场地狭窄严重制

约了学校的发展。几年前，莫尔雅就萌生

了重建船山学校的念头， 但多方奔走后，

终因资金问题而搁浅。

“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错， 但条件

和设备已远远落后了。”莫尔雅告诉记者，

学校没有操场供学生锻炼是最令人头疼

的。另外，电教设备及图书也严重落后。

今年3月， 莫尔雅向当地政府申请另

行选址建校，预计征地50亩，总投资4000

万元， 达到能容纳2000余名学生的标准。

“我向相关部门递交了报告， 请求政府给

予我们学校的用地支持。”莫尔雅说，不用

多久， 将会得到政府划拨的50亩教育用

地。

用地问题好解决，但重建学校需4000

万元，这又让莫尔雅陷入了困境。“目前自

存自筹只有500万元， 对于建学校来说是

杯水车薪。”莫尔雅说，无奈之下，他决定

将家藏的两卷王船山史论清稿出售，希望

能换得建校资金。

清稿祖传十三代 ，多方鉴定为真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是我国近代伟大

的思想家，一生著书100余种、800多万字。

王船山在42岁时定居衡阳县曲兰乡湘西

草堂，从此闭门著书。晚年，船山先生将

《读通鉴论》和《宋论》两卷共17册100余万

字的史论清稿赠与得意门生———莫尔雅

的十三代祖先可京公。 经过十三代流传，

莫尔雅成了莫家珍藏王船山两部史论清

稿的护卫者。

1990年，莫尔雅将王船山这两部书送

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副主任史树青、中科院潘吉星、席泽宗

等专家鉴定，一致认为：“从各方面看都是

王船山当时的清稿不成问题。” 湖南省文

物收藏协会也进行了鉴定：“莫尔雅家藏

《读通鉴论》十三册，《宋论》四册，经鉴定

为清康熙年间王夫之清稿本”。

开价4000万元，少了不会卖

“有很多人劝过我，说我不愁吃穿，这

么大年纪了还如此执着。”莫尔雅说，自家

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教书育人是家族的

传统。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重建船山学

校，将其建成一所“现代化、园林式”的学

校。

“4000万元， 差不多能重建学校了。”

莫尔雅说，为了办学，至少得卖这个价。他

称，自己卖家藏文物的目的是为了重建船

山学校，如果售价达不到所需金额，就不

会卖。

莫尔雅认为， 虽然王船山清稿是文

物，是无价之宝，但卖稿筹钱是投身教育

事业，也无可厚非。

同时，莫尔雅表示，不会将清稿卖到

境外，希望是国内某些学术机构或企业购

买。“要让船山思想和其精髓能得到有益

传承。”

本报 7月11日讯 今日一大早，双色

球2011078期622万元一等奖得主在家

人陪同下现身省福彩中心兑取奖金。

来自常德的大奖得主谭先生说他很

早就开始接触福利彩票了。“几天前路过

投注站， 无意中看到投注站门口悬挂着

一等奖中奖横幅和海报， 当时对自己买

的蓝球有点印象，就拿出来看了一下，没

想到自己中了，当时就惊呆了。”

谭先生说。在得知中奖消息后，谭先

生和妻子一直商量着如何安排好这笔

钱。 谭先生说这次中一等奖的奖金对于

他们家来说是个大数目， 准备给小孩存

一笔教育经费，“家里有些亲戚条件不太

好，准备拿点钱出来帮助他们。”谭先生

说。

此外，谭先生在领奖时，当场捐献了

2万元，省福彩中心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

省慈善总会， 接受了谭先生的这笔爱心

捐助。“这笔钱是意外所得， 不能光想着

自己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谭先生说。

■通讯员 曾庆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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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万元大奖得主现身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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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雅正在翻阅史论清稿。 徐德荣 摄

为筹集办学资金，衡阳一老人想出售祖传文物

王船山史论清稿，他开价四千万

本报7月11日讯 日前， 一款3兆

瓦高适应性水冷双馈风力发电机在中

国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研制成功。

据悉， 这是目前国内商业化运行并批

量生产的最大功率双馈风力发电机。

■记者 李永亮

南车电机研制出

高适应性风力电机

本报7月11日讯 昨日，湘江风光

带湘潭昭山段的景观工程正式开建。

项目为期4个月，预计年底竣工。湘江

风光带湘潭昭山段全长6.15公里，总

投资2.1125亿元，集防洪、交通、景观、

休闲功能于一体。 ■记者 刘晓波

湘江风光带昭山段

景观工程开建

本报7月11日讯 今日上午，位于

湘潭县河口镇三联村的湘莲观光旅

游基地，前来赏荷品莲的游人络绎不

绝。一走进这里，宛如置身于荷花的

海洋，吸引大家纷纷驻足留影。据悉，

这也是由湘潭县举办的中国·湘潭第

二届湘莲文化节八大主题活动之一。

■记者 刘晓波

湘潭千亩湘莲醉游人

本报7月11日讯 今天是第22个世

界人口日，主题是“70亿人的世界”。记者

从省人口计生委了解到， 我省现已进入

第四次生育高峰期，“十二五”期间，全省

年出生人口将达100万。

地球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湖南人。

据了解，2011年10月， 地球人口将达到

70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 ， 我 省 户 籍 人 口

7078.0918万人， 常住人口6568.3722万

人，排在全国第七位。2010年，我省共出

生人口 91.2万，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5.6∶100，人口性别比逐渐回落。预计

“十二五”期间，全省年出生人口将达100

万，相当于每年出生一个人口大县；按照

目前全省年均死亡人口45万预测， 年均

人口净增长约55万左右， 相当于每年净

增一个人口中等县。

我省2009年末的人口密度为327

人/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2.35倍，人均占有土地和耕地面积仅分

别相 当 于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42.5% 、

65%， 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经到了

饱和的地步。按照现有严控措施，全省

要到2035年左右才达到人口峰值，实

现零增长。

据预测， 届时我省人均耕地面积仅

0.67亩，人地矛盾凸显，生存空间更小，资

源环境承载压力更大。

■记者 段涵敏 唐婷

我省年出生人口将达100万

相当于每年净增一个人口中等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