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江福寿山大湖坪遗址考古现场全貌。 记者 吴岱霞 摄

背景
为配合平江抽水蓄能电站

工程的建设，2015年8月至9月，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所涉
及范围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
勘探，大湖坪遗址正好位于水库
范围内， 调查中发现了石挡墙、
神像、柱础、舂臼、房屋、储水石

槽等不同类型的遗迹和遗物，经
过初步分析，判断这里存在着制
作竹纸、宗教建筑等不同性质的
遗存。2019年8月开始，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平江县文物
管理所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大
湖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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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日讯 站在同
一个地点， 几百年时间在眼前
流淌而过是怎样的感受？今日，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称在平江福
寿山大湖坪遗址发现宋元代的
寺庙、清代流寇山寨遗存、晚清
民国造纸遗存。 三个时代的遗
存叠压在一起， 让人清楚地看
到他们生活的状态。

寺庙由陈姓家族修建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江大
湖坪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杨宁波介绍， 整个发掘目前已
揭露出宋元、 明两个阶段的寺
庙基址。杨宁波说：“通过对文献
的研究， 这座寺庙由从江西迁
往此处定居的陈姓家族修建。”

宋元建筑基址目前揭露出
的遗迹包括大殿房基、 厢房房
基、水池。如何判断寺庙是宋元
时期的呢？杨宁波介绍，因为在
宋元建筑基址及地层中出土了
大量湖南本地生产的青白瓷。
福寿山寺庙遗址宋元遗迹的发
现证明这座寺庙始建于南宋时
期。而家谱、方志和考古发掘结
果相吻合。

到明代初陈姓家族在宋元
基址之上重修了寺庙。 遗址北
部的高台上发现五尊石像，据当
地人回忆，二十年前石像的位置
在寺庙正前方，后来因旅游开发
被转移到如今的高台上。从石像
的风格来看， 应当是福寿山寺
明代重修时制作的神像。

清代流寇山寨遗存

杨宁波介绍， 寺庙荒废之
后，这里一度被流寇占据。记者
在现场看到， 位于寺庙遗存的
北部， 局部叠压于寺庙遗存之
上， 是在寺庙被毁之后构建的
防御设施。呈阶梯状，已发现约
7层，均就地取材。同治平江县
志载：“……土人尝结寨其上，雍
正初，流寇白二啸聚山中，既平，
乃设塘汛以营兵戍之。” 遗址寺
庙遗存北部发现的挡墙应当就
是清初土人修建的防御工事。

发现六个造纸沤竹池

杨宁波介绍， 到了晚清至
民国时期， 又一群人来到这里
定居，他们用山前的溪水、山边
的竹林开始造纸。 在寺庙遗址
旁边有一组建筑和沤竹池。根
据房屋内的遗迹和遗物， 可以
大致区分出舂屋、天井、储藏屋、
厨房、 厕所以及用于生活起居
的房屋等。沤竹池有六个，分为
圆形和长方形两类。

考古人员在福寿山周围初
步调查走访， 得知这类池子应
为当时造纸的相关遗迹， 俗称
“沤麻”。 这种传统工艺在当地
一直在数十年前仍可见到，许
多当地百姓都曾有过制作粗纸
的经历和经验。 福寿山晚清民
国造纸遗存为了解这一时期南
方的造纸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记者 吴岱霞

三湘大地寒冬
至， 浓浓爱心扑面
来。当我们窝在空调
房、暖气屋舒适过冬
时，偏远、贫困地区
的孩子们迎来了一

年中最难捱的季节：衣衫单薄，鞋子破旧，御寒衣物匮乏，冰
霜覆盖上学路，教室和宿舍冷如冰窟……我们，能做些什么？

即日起，2019“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行动正式上线，
三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及全国22家媒体，一起
动手，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儿童编织一个暖冬。届时，你可以
亲手编织厚实的手套、保暖的围巾、舒适的帽子，也可以在线
上参加送温暖送祝福活动， 帮助孩子们抵御寒冷的侵袭，给
寒冬送上温暖。

让我们一起动手，为贫困儿童送暖冬
三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启动2019“针心针意”大型公益行动

H5送祝福活动上线的同
时，线下编织也将同步展开。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提供“针
心针意”公益金，由三湘都市报
联合长沙市雨花区孝为先社工
服务中心集中采购毛线、棒针等
材料，在线下组织爱心志愿者亲
手编织毛衣、手套、围巾、帽子等
御寒物资， 并统一收集打包，送
到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手中。

“每一年的针心针意活动
都会让我们收获意料之外的惊
喜，比如除了织女，‘暖男’也拿
起了编织针， 还有小学组织了
编织课， 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亲
手编织围巾和帽子。 他们虽然
有些‘笨手笨脚’，但却是一份
爱心， 是一份有温度的礼物。”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
说， 希望今年有更多人参与进
来，编织出更多温暖。

目前， 毛线领取地点已经
确定， 有意向参与的读者可前
往长沙市雨花区孝为先社工服
务中心（地址：雨花区树木岭路
388号）领取，并按时完成编织，

以便后续打包送出。
当然， 不会编织的朋友也

不用担心，活动期间，三湘都市
报还将联合长沙市雨花区孝为
先社工服务中心邀请专业的编
织达人现场教学， 在快乐做公
益的同时，多学一门手艺。

此外，我们鼓励每一位参与
活动的爱心人士亲手书写祝福
卡，夹在自己编织的手套、帽子、
围巾中，一起送往孩子们的手上。

“我们希望暖冬行动能在
他们心底种下爱的种子， 激励
他们更加勇敢， 坚定地面对生
活和学习中的各种困难。”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说。

为了汇聚更多社会爱心力
量参与， 活动同时接受社会直
接捐赠物资， 捐赠物资可以是
新的棉衣、帽子、手套、围巾、文
具等。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树木
岭路388号长沙市雨花区孝为
先社工服务中心

电话：盛波13875942021���
张浩18670356810

自2016年开始， 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连续3年在全国范
围内发起“针心针意”暖冬公益
行动，吸引了超过10000名爱心
志愿者参与， 为河南、 陕西、新
疆、哈尔滨、宁夏、青海、内蒙古、
吉林等十多个地区的15000名
贫困孩子编织温暖，送出祝福。

今年，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将活动参与省份扩大到22个
省、市，届时，将有更多的爱心人
士参与到活动中，成为孩子们冬
天里的小太阳。三湘都市报作为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重要公
益合作伙伴，今年正式携手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将2019“针心
针意”暖冬公益活动带到湖南。

目前，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推出的“动手为贫困儿童送出
一个暖冬”H5线上公益小互动已
经上线。“我们在主页面设计了一
支马良同款神笔， 寓意着大家可
以用手中的神笔去绘画和书写，
为孩子们实现梦想。” 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解释说。
根据H5页面显示， 网友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场景，为
“留守儿童” 绘制独一无二的帽
子和围巾， 并写下祝福寄语。完
成后，还可以将祝福分享至朋友
圈，带动更多人参与到“针心针
意”的活动中来。

与此同时， 网友也可以在
H5末页进行报名成为志愿者，
参与后续的编织活动以及礼品
发放环节。由各位网友写下的祝
福寄语，将制成卡片，随着暖冬
礼包一起送到孩子们手中。

目前，“动手为贫困儿童送
出一个暖冬”公益互动小游戏已
正式上线，拿出手机扫描下方二
维码，用神笔写下祝福。

■记者 张浩

【线上活动】 用一支神笔，写祝福送爱心

【线下活动】 一针一线都是爱的汇聚

三个时代遗存叠压，带你穿越数百年时光
平江大湖坪遗址发现宋元寺庙遗址、清代流寇山寨遗存、晚清民国造纸遗存

本报12月3日讯 人人会素
描、 个个会欣赏、 生生有作品
……今天，湖南省中小学体育美
育现场推进会在长沙市十一中
召开，来自全省各市州的200余
名代表， 现场观摩了该校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加强体育美育的
举措和成果。三湘都市报记者获
悉，2018年湖南中小学音体美
教师达60296人，全省已基本实
行体育成绩与初中、高中毕业和
中考“硬挂钩”。

在长沙市十一中，学生毕业
可以拿到“四证”———“体育锻炼
证”、“艺术素养证”、“经典阅读
证”和“综合实践证”。学校好不
好，文化成绩不再是唯一评价标
准。 在长沙， 已经把学生体质健
康、艺术素养作为教育质量综合评
价的重要内容。 近三年全市中小
学建设总投入近90亿元， 新建学
校109所，田径场、体育馆、音乐、
美术功能室与主楼同步建设同步
交付使用。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开
辟体美教师招聘绿色通道。

在推进会上，省教育厅副厅
长唐亚武介绍，近年来，全省抓
紧抓实体育美育、全面落实“五
育”并举的重要战略取得了初步
的成效，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
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仍十分突出。

唐亚武要求，各地进一步明
确中小学体育美育的根本任务
和要求，开齐开足开好体育美育
课，让每一个中小学生至少掌握
两项体育运动技能，一项艺术技
能；要勇于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
模式，不断加强软件、硬件建设，
尽快改善中小学体育美育办学
条件，配齐配强、用好用活体育
美育教师。
■记者黄京通讯员张志敏汤琴

体育美育如何抓？
湖南开了这样一个会

大湖坪遗址今年8月开始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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