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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带来星沙美”
省青年书协举办主题笔会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刘婷婷）
近日， 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何朝阳一行来到长沙
县地税局，借“税收带来星沙美”主题书画笔会助力
税收宣传和文化建设。

丹青吐秀，翰墨飘香。笔会邀请了近20位国内、
省内知名书画家汇聚一堂，其中，湖南省著名花鸟画
家王建民、著名女书画家聂韵华等均到场挥毫展艺。
在了解长沙县地税局近年发展历程、 亲身感受地税
良好工作氛围和精神面貌后，书画家们或妙施丹青，
或激情泼墨，或铁划银钩，创作了“为国聚财·为民收
税”、“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清风扶正气，
廉字值千金”等以税宣为题材的近百幅书画作品，为
税收宣传和文化建设增添了一丝隽永、一份风骨。本
次书画笔会旨在通过税收宣传与文化活动的有效对
接，营造浓厚的“书香地税”文化氛围。据悉，省青年
书法家协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每年5月都会举办类
似主题活动，今年还将举办“湖南－成都青年书法家
邀请展”。

邝厚勤歌词作品
研讨会举行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李国斌）5月9日，由省音
乐家协会、省音协音乐文学委员会主办的“人生唱着
走———邝厚勤歌词作品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邝厚勤是湖南宜章人，当过中学教师，后在政府
机关从事教育文化行政管理， 现为中国音乐文学学
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音协音乐文学委员会副会长。他
从1981年涉足文坛， 迄今为止已发表歌词作品1000
余首，著有《人生唱着走》、《秋韵》、《太阳香》3部个人
歌词专集和CD音乐金碟 《中国当代词作家作品经
典·邝厚勤专辑》。宋祖英、刘斌、王丽达等20多位歌
唱家演唱过由他作词的歌曲。他先后3次荣获文化部
“群星奖”，7次摘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就邝厚勤歌词作品中凸显
的价值取向、创作风格、表现手法、审美探求等进行
了广泛的分析探讨。大家认为，邝厚勤的歌词创作，
以诗化的感情吟咏世事、抒发心声，能从一般人看似
普通或看不到的景象中发现美；不论是歌颂祖国，还
是描摹故土，不论是写生活劳动，还是抒人生感悟，
字里行间处处浸透着一腔真挚的爱恋之情。

湘籍青年诗人
李晃出版诗选

本报5月10日讯（通讯员 欧阳恩涛）湘籍青年诗
人李晃的《李晃诗选》，近日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诗坛泰斗余光中为其题写书名 。 该书精选李晃自
1988年以来发表于《诗刊》、《诗歌月刊》、《诗潮》等杂
志的代表性诗作40首。

李晃出生于湖南隆回，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现任《深圳诗人》主编。
已出版了 《深圳放牛》、《李晃抒情诗选》、《李晃短诗
选》等多部诗集，并主编出版《湖南青年诗选》和《深
圳青年诗选》。他的诗作《井冈翠竹》，曾被中央电视
台“电视诗歌散文”栏目选播。

本报记者 陈惠芳

黄曙辉是不好写的， 不仅仅是因为
关于他的评论很多。在这些“故纸堆”面
前，我有些望而却步，担心自己写不好、
写不透，留下“隔靴搔痒”的遗憾。但号称
“华南虎”的黄曙辉，一次又一次摆出“虎
威”，要我写点文字。我怕他“吃”了我。写
吧。信天游。

我认识黄曙辉， 大概是2007年5月
份。 我到益阳沅江采风， 浏览南洞庭风
光，结果被沅江的一帮朋友灌得烂醉。回
来后，写了一篇散文《醉卧乌篷船》。返回

长沙途中，被益阳的“三剑客”拦在益阳，
其中就包括黄曙辉。谈诗，喝酒，开玩笑。
又醉了一次。我“被醉”，没有黄曙辉的功
劳。黄曙辉当时酒量不大，还不是我的对
手。几年过去了，诗艺大涨，酒量不见涨。
如果新乡土诗派几大诗人喝酒， 只有他
脸最红，似乎一桌酒都是他一个人喝的。

与黄曙辉一面之交后， 一直没有跟
他直接打交道。 据说， 黄曙辉 “不好接
近”。黄曙辉2006年5月在新浪开博，我仅
仅晚了一个月。但博客交往也不多。真没
有想到，现在我们成了亲密的“战友”。

黄曙辉的博名叫 “剑舞长空·华南
虎”， 而他在博客页面的注解是 “ 华南
虎，朴实而可笑的幻想主义者”。联系起
来， 我是不是可以将诗歌世界中的黄曙
辉，鉴定为“一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拿
着一把木剑， 在天地之间随意翻飞的浪
漫的侠士”？他可以穿越铜墙铁壁，但一
纸柔情就可以将他击倒。 也许这就是他
所谓的“朴实而可笑”吧。

准确地说， 我今年才真正认识黄曙
辉，无论是人，还是诗。很多诗友喊他“虎
哥”。其实他属猪。属猪的诗人，确实很可

爱。 即便他用安化普通话朗诵诗歌或讲
一些笑话，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的
优点缺点都很突出。优点是很会写诗，缺
点是不会喝酒。这是天生的。黄曙辉是奇
才、怪才。

诗集《大地空茫》出版之后，黄曙辉的
声誉大涨。 我一向不擅长严格意义上的
评论。面对《大地空茫》，我竟然无语。奇
丽、 壮伟而细腻。 大开大合而又细致入
微。无疑，这是新乡土诗派一部很有代表
性的作品。

黄曙辉是今年1月正式加盟新乡土
诗派的。1月26日，我与杨林以《呼唤春天》
开诗歌接力之先河。不料，居然呼唤来了
一只威猛的“华南虎”。黄曙辉1月28日参
加《飞翔》接力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接力、
评论、和诗“三管齐下”，稳准狠，成为著名
的快枪手。黄曙辉被誉为新乡土诗派“新
三驾马车”、“首席评论员”，名副其实。

如果要将我、杨林、黄曙辉的名字“接
力”成一句诗，我以为可以写成这样“曙
辉照在杨林身上，散发一片芳香”。

就这样写点散淡文字，我算是“虎口
脱险”。

文化人物

“老少心向党，喜迎十八大”
书画作品展征稿

喜爱书画的广大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又迎来
了一个喜讯———“湖南省‘老少心向党，喜迎十八
大’书画作品展”面向全国公开征稿。将于2012年9
月初在长沙市举行开幕式，展出作品400幅。

此次活动以歌颂党、 歌颂祖国、 歌颂和谐社
会、喜迎十八大为主题，鼓励老少合作、多人联合创
作、原创诗词歌赋与书法或绘画结合等作品。书法
作品限于毛笔书法和篆刻 （草书和篆书作品须附
释文，篆刻不少于6方印章）；美术作品限于国画（少
儿作品可创作水彩画）。作品规格为四尺或六尺整
宣（少儿作品可适当灵活），均为竖式，无需装裱。征
稿从现在开始至2012年7月15日截止 （以当地邮戳
为准）。

湖南省内作者投稿办法为：1、 各地老同志向
当地老干部（老年）书画家协会投稿，省直机关老同
志向省直老干部（老年）书画家协会投稿。2、各地青
少年向当地共青团或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投
稿。3、各地军休系统同志向当地民政局投稿。湖南
省外作者投稿， 一律寄送组委会办公室。<长沙市
芙蓉区蓉园路6号南山楼4楼湖南省老干部 （老年）
书画家协会 邮编：410001>。

本次展览邀请著名书画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评选出书法、绘画一、二、三等奖作品120名，佳作奖
60名。对获奖单位和个人将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所有入展作品将编辑成书， 凡获奖或入展作者可
获赠作品集。特邀和获奖作品将选登于《老年人·书
画精粹》杂志。

本次展览活动由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省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文
化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省老干部
（老年）书画家协会联合举办。

文化新闻 ２０12年5月11日 星期五8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傅汝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本报5月10日讯 （通讯员 彭楚兵 记者 李国
斌） 全景记录一代佛学宗师星云大师弘法心路历程
的全套 《星云日记》， 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 据悉，
这是大陆首次出版星云大师日记。

星云， 俗名李国深， 原籍江苏江都， 1927年出
生， 12岁出家， 为临济宗第48代传人， 现为台湾佛
光山开山宗长， 是两岸及世界闻名的佛学大师和当
代 “人间佛教” 理论的积极倡行者。 星云大师学养
深厚 ， 著作等身 。 他一生致力于让佛教走向人间
化、 生活化、 社会化、 大众化， 使佛教成为世界了
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并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作出了
重要贡献。

《星云日记》 共三辑44册， 收录星云大师1989
年7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的日记， 详细记载了星
云大师每日的弘法行程、 心得、 计划等 ， 熔佛法 、
哲学、 文学、 慈心悲愿于一炉， 为现代佛教历史的
发展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亦为今人陶冶心性
之良方、 修养精神之桥梁。 读者从中可获得许多做
人做事的启示与新知。本报记者 李国斌

4月18日，由湖南大剧院、江西
艺术中心、武汉剧院等共同发起的
“中三角”演艺联盟在武汉成立。这
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湘鄂赣3省
的任意一场演出，观众都可在家中
上网订票。 当前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剧场要如何突破瓶颈，更上层
楼？湖南大剧院意识到，做好演出
终端的同时，还要参与节目的生产
制作，构筑更宽广的平台，才能在
未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
主动。

参与制作，
推动剧目“走出去”

5月初，在湖南大剧院一楼，魔
术剧《男子曰》的海报已经贴在了
醒目的位置。《男子曰》是湖南大剧
院全程参与策划、制作的国内首部
原创魔术脱口秀，以新闻主持播报
形式展开，通过大量魔术表演及穿
插的诙谐演出，为观众带来耳目一
新的感受， 将于6月登陆湖南大剧
院首演。

“主动介入节目的策划、制作，
这在湖南大剧院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 湖南大剧院文化艺术交流中
心经理黄蓉说，《男子曰》从今年初
开始策划，将力争打造成为国内最
具价值的魔术品牌系列剧，在全国
巡回演出。 在4月底的济南国际演
出交易会上，《男子曰》 备受关注，
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有意
引进。

不仅如此，湖南
大剧院已与10个民
间艺术团达成协议，
组建松散性演艺集
团。这10个艺术团包

括邓男子魔术团、3个器乐团、2个
歌舞团，还有动漫剧团、管弦乐团、
话剧团和相声剧团各一个。

何为松散性演艺集团？湖南大
剧院总经理陈介辉解释道，就是采
取合同制，大剧院付演出酬劳而不
养演员，由大剧院对各艺术团的节
目进行策划、编导和整合，然后提
供演出平台或组织演出。“民间的
艺术团，缺乏平台、策划和营销，湖
南大剧院就发挥所长，实现互补。”
陈介辉表示，到明年，湖南大剧院
将至少推出3个剧目进行全国巡
演。

构筑平台，
剧目进出更畅通

在“中三角”演艺联盟成立之
际，演艺湘军也再次集结，召开湖
南演出院线筹备会议。 据介绍，湖
南演出院线为以项目为依托的、松
散性的经营联合体， 湖南大剧院、
湖南省人民会堂、岳阳大剧院等10
个为第一批加盟剧院。

“演出院线将改变湖南传统演
出行业盘子小、业务过于分散的状
态。”陈介辉告诉记者，在引进外来
演出产品过程中，院线有利于提升
议价能力，以规模化优势吸引国内
外演出商，降低演出成本，从而达
到降低票价的目的。还可以通过国
内国际剧院联盟合作、资源互动等
方式，直接将湖南的演出产品输出
到省外及海外市场。

演出院线将实行公司化的运
作，统一节目采购、统一节目制作、
统一品牌管理、统一营销、统一票
务、统一广告、统一舞台灯光和音
响设备，实现资源共同利用，产业
共同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更多高

水平、低价格的演出，将进一步丰
富湖南人的文化生活。

“中三角”演艺联盟的成立，则
实现了湘鄂赣3省演出行业的资源
整合与协作发展。陈介辉坦言，3省
拥有众多的演出场所，可接纳不同
层次的艺术表演团体，通过联合运
作，突破传统单打独斗的市场操作
方式， 在更高层次实现共同发展。
此外，湖南大剧院还加入了中国东
部剧场联盟、中演院线，剧目“引进
来 ”和 “走出去 ”之路由此更加畅
通。

推新业态，
把“大剧院”搬回家

从2009年开始，湖南大剧院调
整经营思路， 当年经营收入突破
2000万元；2011年， 完成各类演出
276场，经营收入突破4000万元；今
年前2个月， 经营收入已过800万
元，发展势头强劲。陈介辉表示，大
剧院演出终端的经营已抵达极限，
要突破高起点上的发展瓶颈，必须
发展新业态。

如何把高雅艺术演出及重要
会议提供给更多的观众，一直是一
个难题。湖南大剧院利用湖南有线
三网融合的机会，开放湖南大剧院
直播大舞台，观众和用户付一定费
用后，坐在沙发上，就能享受话剧、
舞台剧、革命历史剧等高雅艺术的
直播或点播。通过湖南有线电视平
台，还能向党政机关提供大型可公
开会议的实时传送；向单位或大型
企业活动提供对象性点播服务。陈
介辉说，所有演出剧目都能在家里
看，相当于观众把“湖南大剧院”搬
回了家。

湖南大剧院已成立了湖南金
思达网络有限公司和湖南酷奇动
漫公司，通过与湖南省校园院线合
作，运作“青少年文化艺术教育示
范基地”， 拓展学生电影市场。“新
业态目前发展势头良好，3至5年内
将超越大剧院现有业务规模。”陈
介辉表示。

图为5月10日晚， 湖南大剧院
举行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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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日记在大陆
首次出版

“华南虎”黄曙辉

长期以来，湖南演艺产品，“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湖
南大剧院只有演出终端， 而没有演艺产业链上游的院团资源，制
约了产业发展。借体制改革之机，他们开始求变———

本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宋磊鑫

5月7日，星期一。记者走进湖南省军区通信
站整洁明亮的图书室， 一股浓浓的书香扑面而
来。官兵们或手捧名著，凝神品读；或轻点鼠标，
网上学习……

近年来 ，通信站官兵积极开展 “打造 ‘书香
军营 ’，倡导阅读文化 ，读健康书籍 ，做阳光军
人 ”的活动 。在 “书香 ”的熏陶下 ，官兵们综合素
质显著提高，该站先后被省军区评为“全面建设
先进单位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 2011年 ，该
站被评为“三湘读书月”活动先进典型单位。

用“书香”占领文化阵地
以前 ，该站图书室冷冷清清 ，而武侠 、玄幻

小说等书籍却被大家抢着看， 有的战士晚上熄
灯后还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战士们说：图书
室的藏书品类单一，内容枯燥，只好自己借书买
书看。

站党委研究认为现有藏书无法满足官兵广
泛阅读的需求 。于是 ，各级干部通过交心通气 、
座谈讨论等形式，对官兵的读书兴趣进行调查，
站党委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根据官兵阅读兴趣
和实际需要一次性配备1000多册新图书 ， 并通
过党员干部捐赠书籍，与驻地图书馆创建“流动
书屋 ”等方式 ，定期更新流动书刊 ，实现了资源
共享。成立了读书小组，各连队根据每个战士的
兴趣爱好 ，制订了读书成才计划 。现在 ，官兵们
一有时间就到图书室看书，政治理论、军事科技
成了战士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让“书香”入心入脑
站党委认为，只有真正把读书活动深入到官

兵的一言一行， 融入到官兵的思想和血脉中，才
能内化为自觉行动，焕发生机。于是，站党委将读
书活动作为全面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建立
健全读书制度，将读书活动从官兵的被动行为转
化为自觉行动。

健全制度，培养习惯。该站在每年工作开局
之际，都会提出年度学习意见和指导计划，确定
读书活动主题 。在读书月活动中 ，大力倡导 “互
学、互帮、互教”，组织“三互”活动小组开展 “一
人有书小组读、 小组有书大家读”，“文化知识小
辅导”、“读书笔记小观摩”和“学习体会小交流”
等活动，培养战士读书学习的兴趣。站党委将读
书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 “争当优秀士兵，
争创先进连队”的考评范围，坚持“每周一堂课，
每月一讲评，每季度一评比”，使读书成为官兵一
种生活习惯和新的风尚。

书香飘荡在军营
———省军区通信站创建“书香军营”

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李国斌

4月18日，由湖南大剧院、江西
艺术中心、武汉剧院等共同发起的
“中三角”演艺联盟在武汉成立。这
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湘鄂赣3省
的任意一场演出，观众都可在家中
上网订票。 当前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剧场要如何突破瓶颈，更上层
楼？湖南大剧院意识到，做好演出
终端的同时，还要参与节目的生产
制作，构筑更宽广的平台，才能在
未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
主动。

参与制作，
推动剧目“走出去”

5月初，在湖南大剧院一楼，魔
术剧《男子曰》的海报已经贴在了
醒目的位置。《男子曰》是湖南大剧
院全程参与策划、制作的国内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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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的诙谐演出，为观众带来耳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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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介入节目的策划、制作，
这在湖南大剧院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 湖南大剧院文化艺术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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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交易会上，《男子曰》 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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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

不仅如此，湖南
大剧院已与10个民
间艺术团达成协议，
组建松散性演艺集
团。这10个艺术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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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松散性演艺集团？湖南大
剧院总经理陈介辉解释道，就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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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策划、编导和整合，然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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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团，缺乏平台、策划和营销，湖
南大剧院就发挥所长，实现互补。”
陈介辉表示，到明年，湖南大剧院
将至少推出3个剧目进行全国巡
演。

构筑平台，
剧目进出更畅通

在“中三角”演艺联盟成立之
际，演艺湘军也再次集结，召开湖
南演出院线筹备会议。 据介绍，湖
南演出院线为以项目为依托的、松
散性的经营联合体， 湖南大剧院、
湖南省人民会堂、岳阳大剧院等10
个为第一批加盟剧院。

“演出院线将改变湖南传统演
出行业盘子小、业务过于分散的状
态。”陈介辉告诉记者，在引进外来
演出产品过程中，院线有利于提升
议价能力，以规模化优势吸引国内
外演出商，降低演出成本，从而达
到降低票价的目的。还可以通过国
内国际剧院联盟合作、资源互动等
方式，直接将湖南的演出产品输出
到省外及海外市场。

演出院线将实行公司化的运
作，统一节目采购、统一节目制作、
统一品牌管理、统一营销、统一票
务、统一广告、统一舞台灯光和音
响设备，实现资源共同利用，产业
共同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更多高

水平、低价格的演出，将进一步丰
富湖南人的文化生活。

“中三角”演艺联盟的成立，则
实现了湘鄂赣3省演出行业的资源
整合与协作发展。陈介辉坦言，3省
拥有众多的演出场所，可接纳不同
层次的艺术表演团体，通过联合运
作，突破传统单打独斗的市场操作
方式， 在更高层次实现共同发展。
此外，湖南大剧院还加入了中国东
部剧场联盟、中演院线，剧目“引进
来 ”和 “走出去 ”之路由此更加畅
通。

推新业态，
把“大剧院”搬回家

从2009年开始，湖南大剧院调
整经营思路， 当年经营收入突破
2000万元；2011年， 完成各类演出
276场，经营收入突破4000万元；今
年前2个月， 经营收入已过800万
元，发展势头强劲。陈介辉表示，大
剧院演出终端的经营已抵达极限，
要突破高起点上的发展瓶颈，必须
发展新业态。

如何把高雅艺术演出及重要
会议提供给更多的观众，一直是一
个难题。湖南大剧院利用湖南有线
三网融合的机会，开放湖南大剧院
直播大舞台，观众和用户付一定费
用后，坐在沙发上，就能享受话剧、
舞台剧、革命历史剧等高雅艺术的
直播或点播。通过湖南有线电视平
台，还能向党政机关提供大型可公
开会议的实时传送；向单位或大型
企业活动提供对象性点播服务。陈
介辉说，所有演出剧目都能在家里
看，相当于观众把“湖南大剧院”搬
回了家。

湖南大剧院已成立了湖南金
思达网络有限公司和湖南酷奇动
漫公司，通过与湖南省校园院线合
作，运作“青少年文化艺术教育示
范基地”， 拓展学生电影市场。“新
业态目前发展势头良好，3至5年内
将超越大剧院现有业务规模。”陈
介辉表示。

图为5月10日晚， 湖南大剧院
举行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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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湖南演艺产品，“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湖
南大剧院只有演出终端， 而没有演艺产业链上游的院团资源，制
约了产业发展。借体制改革之机，他们开始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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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化体制改革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