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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薇 李国斌

走进影院，《湘江北去》、《辛亥革
命》、《大武当之天地密码》 ……由潇
影集团制作的主旋律或商业大片备
受青睐；踏访各地，湖南、广东、宁夏、
河南、湖北……“潇湘国际影城”崛地
而起。2009年底， 潇影集团作为全国
第二批文化改革试点和湖南首家自
主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单位，按照广
电总局的要求如期完成转企改制工
作。3年来，潇影集团以转企改制为契
机，凭自身实力逐渐打造成一个享誉
全国的知名品牌。

主旋律与市场相结合

近3年，从《湘江北去》、《辛亥革
命》、《青春雷锋》到《通道转兵》，由潇
影集团制作的主旋律影片既叫好又
叫座。《湘江北去》、《吴大观》和《通道
转兵》3部影片被中宣部、广电总局列
为建党9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数量位
居全国电影制片企业之首，其中影片
《湘江北去》 荣获中宣部第12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14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提名奖和
湖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奖；其领衔出品
的史诗巨制电影《辛亥革命》，是唯一
一部全景式反映辛亥革命历史过程的
影片，被中宣部、广电总局列为纪念辛
亥革命100周年献礼影片之首，荣获中
宣部第12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
程”奖、第31届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和
第11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华语故事片
奖；电影《湘南起义》和《青春雷锋》同
时被选为迎接党的十八大献礼影片，
获得广电总局的重点推荐。

优秀的电影作品要贴近群众、贴
近生活、贴近实际。潇影集团在抓好主
流影片创作的同时，在商业影片、类型
影片上积极进行探索， 努力实现内容
贴近观众、发行融入市场、融资多元推
进的目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
益，近3年，每年保持了8部以上影片的
生产量，共生产6部影片。

潇湘影城遍地“开花”

为了更好服务大众， 从2009年成
立影院投资管理公司开始， 潇影集团
就已经铺开了“潇湘国际影城”在全省

乃至全国的布局，采取占领本土、多点
布局的策略， 在省内和全国二三线城
市打造“潇湘国际影城”的全国连锁品
牌。3年来，已先后在全国6个省区建设
了近30余家影院项目。 同时潇湘电影
院线加大拓展加盟影院的力度， 至今
加盟影院总数达到52家、 银幕300多
块，覆盖湖南、江西、广东、宁夏、湖北、
广西、四川、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
等地。在影院经营管理公司专业、精细
的管理下， 潇影集团影院已成为潇影
集团创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转企改制期间， 潇影集团还实行
多产业并进、多元化发展。2009年潇湘
电影频道在省内率先实现制播分离，
成立湖南乐田电影媒体公司。3年来，
电影频道不仅成立了全国电影频道联
盟，还创办了《影响》、《电影大事件》、
《星电影攻略》、《电影首策》、《中国电
影金榜单》等影响深远的金牌栏目。

潇影集团“展翅高飞”

由潇影集团自主投资兴建， 总投
资2.8亿元的“潇湘影视大厦”目前正在
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这是潇影集团转

企改制后其业务拓展的一个重点工
程，被列入我省“十二五”重点文化产
业项目。 建成后的潇湘影视大厦将集
影视生产、电影频道节目制作转播、电
影放映、集团办公、艺术策划、动漫产
业、文化产品展示、文化交流为一体，
成为长沙标志性文化建筑之一。

3年来，潇影集团按照“创新体制、
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文
化单位改革要求， 建立了以绩效为目
标、 以岗位为基础的新的企业工资体
系，打破了吃大锅饭的现象，在职员工
工资人均增长了80%以上；集团总资产
从2009年的3.2亿元跃升至目前的6.13
亿元；增长91%。在年创收上，2010年创
收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达到1.14亿元，
预计今年可达到1.6亿元， 与转企改制
前的2009年相比增长83%。

集团董事长周丕学表示，为了做
大做强潇影集团，今后将做好潇影集
团体制与资本市场对接，增强潇影集
团员工的创新力、凝聚力、行动力，驱
动“影视制片、影院建设、媒体传播 、
开发建设” 四个轮子来加速集团发
展。相信不远的将来，潇湘电影将成
为湖湘文化的另一张精品名片。

本报 12月 17日讯 （记者 杨丹
李国斌）12月13日，德思勤·首届大学
生“走读湖南乡村文化 ”活动组委会
暨调研奖项定评会议在长沙举行。老
同志颜永盛出席会议。

为摸清湖南文化省情， 给大学生
提供实践平台， 湖南新农村文化基金
会今年组织发起了首届大学生 “走读
湖南乡村文化”活动。活动于6月28日正
式启动，全省31所本科院校的1000多名

大学生， 组成242个调研组参加了此次
“走读”活动。通过推荐初评、复评、定
评，48篇调研文章获奖， 并评选出优秀
团队奖6个、最佳博客调研奖10个、优秀
摄影作品24幅。组委会将把获奖作品结
集出版，并借此机会成立湖南省新农村
文化研究院，选出有重大研究价值的调
研项目，作为以后“走读”活动的项目
库，把成果扩大化、专业化，运用到我省
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去。

本报记者 李国斌

京剧被称为“国粹 ”，已有200年
历史，201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2月6日至12日， 湖南省第五届
京剧票友艺术节在长沙举行，来自全
省120家京剧票房的1000多名票友参
加展演。相比票友的活跃，湖南唯一
的专业京剧艺术表演团体省京剧保
护传承中心，在转企改制后，却举步
维艰。

京剧票友，
一道独特的文化现象

据统计，中国的戏剧有360种，在
众多的戏剧中，京剧票友是一道独特
的文化现象。湖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
长杨寿保介绍，全省14个市州都建立
了票友协会，共有京剧票房200多个，
票友约2万人。

票友多， 艺术活动也比较活跃。
目前，湖南的京剧票友艺术节已举办
了5届，规模越来越大，参与人数也不
断增多。第五届票友艺术节为期7天，
虽然全部自费， 但票友热情似火，有
1000多人汇集长沙进行了14场演出。
登台演出的票友， 年龄最大的80多
岁，最小的仅7岁。此次，还特邀中国
京剧名家及京剧名票到场演出助兴。

66岁的杨寿保，是全国著名京剧
票友活动家，担任湖南省京剧票友协
会会长已经10年，目睹了湖南京剧票
友队伍的不断壮大。他说，老年人“玩
票”，既能充实生活，保持健康，还能
提升素质，全省的票房组织和票友人
数因此不断增长。

12月8日， 记者在艺术节现场看
常德票友表演 《贵妃醉酒》， 一招一
式，一颦一笑，丝毫看不出表演者已
80岁高龄。 京剧表演艺术家徐米弟
说，因为京剧太有魅力，才有这么多
痴迷的票友。

专业剧团，面临多种尴尬

尽管票友活动红火，专业京剧表
演团体却陷入了困境。 市场萎缩、观
众老化、投入不足、人才流失、没有剧
场、设备陈旧……这些问题，束缚了
湖南京剧的保护与传承。

湖南省京剧团成立于1959年，今
年4月划转为公益性的保护传承中心。
“划转后，还是差额拨款单位，然而不能
申报文化事业扶持资金， 也争取不到
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一下子陷入了困
境。”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张富光

表示，政府对京剧日益重视，财政拨款
逐年增多，今年达506万元，然而保护传
承中心仅人员经费就需要655万元，算
上运行支出，资金缺口达495万元。

有人提出 ， 京剧可以尝试走市
场，解决一部分资金缺口。张富光坦
言，票友艺术节期间，对外免费开放，
但是剧场里除了票友，外来的观众并
不多。改革开放后，舞台艺术市场普
遍在萎缩，京剧尤为严重，会买票看
京剧的观众少之又少。

今年，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筹资
创排了《无字碑》，参加第四届湖南艺
术节。为了节约成本，服装都是将就
用旧的，音响、话筒都从外面租借。徐
米弟感慨， 在投入极少的情况下，大
家凭着一股精神坚持了下来。让张富
光揪心的是，湖南艺术节已结束两个
多月，主创人员的40多万元劳务费仍
然没有着落。

经费匮乏的背后 ， 是演员工资
低。12月11日， 记者翻阅省京剧保护

传承中心12月份的工资条，看到有20
年舞台经历的二级演员彭麟均，当月
工资仅1709元。 年轻演员则更低，买
不起房，结不了婚。由于条件、待遇太
差，人才流失严重，先后有10多位优
秀演员出走，造成省京剧保护传承中
心行当不全，许多剧目无法演出。

传承发展，“拖拉机上高速”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长沙的
名票王定保从武汉请来京剧艺人到
长沙演出 ， “湘人初尝京味 ”。110年
来， 京剧已深深植根于湖南的土壤
中。不过，现实状况是，仍有人把京剧
视为外来剧种。对此，省剧协原主席
范正明直言，京剧已成为世界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应该改变观念，以一种
包容的心态对待京剧。

虽然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运行
艰难，但张富光始终认为困难只是暂
时的，他督促演员坚持练功，做有效

的坚守，等待机遇来临。“文艺到了大
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湖南京剧即使还
在求生存，也要‘拖拉机上高速 ’，否
则就会被甩得更远。”张富光提出，打
造具有湖湘特色的京剧保护传承中
心。今年，剧团把外省京剧没有的祁
剧剧目 《打棍出箱 》、《奈何桥 》、《女
盗》、《醉打山门》进行移植、改编，给
京剧增添“湘味”。

著名剧作家、省戏剧家协会原主
席范正明认为，只有以省京剧保护传
承中心为核心的京剧基地建设好了，
优秀传统剧目才能代代相传，新创剧
目才能层出不穷。同时，还要将“京剧
进校园”落到实处，培养广泛的群众
基础。

张富光认识到，京剧要发展，仅靠
专业剧团不行，要团结票友，通过他们
推广，引起更多人关注。第五届京剧票
友艺术节， 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无偿
提供设备、乐队、舞美、灯服道效，把专
业院团与票友紧密结合起来。

破茧重生 潇影“蝶”变
———潇影集团转企改制成绩斐然

■文化视点

京剧票友活跃，而专业京剧团体演出低迷，市场萎缩、投入不足、人才
流失等问题突出———

“国粹”京剧在湖南陷入困境

12月6日，京剧票友在进行表演。当天，我省第五届“国粹杯”京剧票友艺术节在长沙红色剧院开幕。艺术节期间，
来自全省的1000多名京剧票友陆续登台演出。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文化大观园

千名大学生走读湖南乡村文化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沈念）15日晚， 首届
“诗词中国” 活动———“我心光明·天
下岳阳楼”吟唱晚会在岳阳文化艺术
会展中心大剧场举行。

活动现场，78岁的著名词人周笃
文、9岁神童格玥儿的诗词吟唱《月亮

沉珠》， 著名文化学者于丹的精彩演
讲《唤醒生命的诗意》，让人直观感受
到诗词文化在一代代中国人之间的
传承。大赛自9月28日启动以来，已收
到诗词作品近2万首。吟唱会分“文化
血脉 ”、“历史回声 ”、“我心光明 ”3个
部分。

首届“诗词中国”活动在岳阳吟唱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邓姝琳）12月16日，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中国中心、
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陕西省文化
厅主办的“金狮奖第四届全国木偶皮
影中青年技艺大赛” 在西安举行，湖
南省木偶皮影保护传承中心获得多
个奖项。

湖南省木偶皮影保护传承中心
表演了木偶戏 《李白醉月 》和 《小放
牛》、皮影戏《哪吒闹海》，显示了演员
娴熟的操纵技巧。 经过激烈角逐，省
木偶皮影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俞涛、
张岚 、戴薇薇获 “最佳表演奖 ”，彭泽
科、刘建民获“指导老师奖”，周宁、邓
颖琼获“优秀表演奖”。

全国木偶皮影大赛我省获奖多项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鲁晓川 ）12月16日 ，“余德泉北
京诗联书法展返湘汇报展”在长沙展
出。 这次展览是省楹联家协会主席、
著名书法家余德泉教授继11月在北
京大学展出后返湘所作的汇报展。

展览共展出余德泉诗联书法作

品近120件， 既有其历数十年之功精
研的章草 、隶书 ，也有行书 、帛书 、楚
简书法 ，甲骨文 、金文及部分少数民
族文字书法作品。所写的内容全部是
余教授自创的诗歌对联，在表现形式
上 ，其用笔沉着痛快 ，章法布局自然
天成，作品简洁纯静而又富有动感。

余德泉诗联书法展在长开展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陈薇）15日
上午，由省文联、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
会主办，省美协等承办的“管兰桂先生
国画作品展”在毛泽东文学院开幕。

管兰桂 ，湖南祁东人 ，毕业于湖
北艺术学院 ，现为省美协会员 ，祁东

县美协常务副主席 。 其艺术创作面
广，绘画、摄影、剪纸、书法、篆刻均有
较深造诣。管兰桂在美术创作中主攻
画梅，因醉心画梅，被人称为“梅痴”。
本次展览共展出其国画作品120幅 ，
多幅作品以梅花为主题。

管兰桂国画展在长举行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陈薇 ）
近日，由湖南省画院、天津滨海画院、
天津百中国画院主办， 湖南藏福博物
馆承办的“王金厚国画展”在藏福博物
馆举行。 展览共展出其国画作品40余
件，其中大部分为国画人物。

王金厚，天津人，历任天津工艺美

术研究所所长、 天津百中国画院院长、
南开画院副院长等职， 先后在天津、长
沙、武汉、厦门、福州等地成功举办个人
画展和集体联展； 尤擅绘国画人物，其
笔下的人物形象飘逸生动、 仙风道骨，
营造的画面意境悠远、引人深思。此次
展览中还发行了“王金厚诗画集”一书。

王金厚国画展在长展出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张晶 通讯员 戴希 王祉璎）“像 《武
陵小小说经典 （汉英对照 ）》和 《中国
小小说50强·武陵名家档案》 这样精
美的出版物 ， 在美国也很罕见 ，真
棒！”近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世界
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纽约商务传
媒集团董事长冰凌翻看常德市武陵

区编的两套小小说精装书后，竖起了
大拇指。

研讨会上，武陵区小小说作品得
到美、日、德、澳等13个国家39名专家
与国内79名小小说作家肯定。 目前，
武陵区经常创作小小说的作家在40
人以上，在全国有影响的小小说作家
有10人左右。

武陵小小说扬名海内外

首届大学生微电影大赛落幕

� � � � （上接1版）
医术不断提高， 曾宪国受到乡邻交口

称赞。 然而，1997年夏天，邻村一村民不幸
被银环蛇咬伤，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而丧命。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曾宪国，他暗
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蛇伤治疗。

说干就干。 在郴州卫校周萍教授引荐
下，曾宪国先是拜师莽山“蛇博士”陈远辉，
得到陈远辉精心培育。后来，又师从国内治
疗蛇伤的知名教授钟满生、李信平等，系统
学习和掌握了国内先进的蛇伤诊疗技术。

不仅如此，曾宪国在不断摸索中，发现
把中草药通过科学配制熬成汤剂， 用纱布
湿敷，对消除蛇伤肿疼疗效显著，破解了因
蛇伤引起大面积局部溃疡这一医学界难
题。 有50余例因蛇伤引起大面积局部溃疡
的患者采用这种治疗方法， 取得很好的治
疗效果。

收治1000名患者

柳宗元一篇《捕蛇者说》，让不少人“谈
蛇色变”。 据了解，郴州有眼镜蛇、蝮蛇、烙

铁头蛇、五步蛇、竹叶青蛇、银环蛇等多种
剧毒蛇，分布在深山老林和广大农村的田
间地头。

“以前，到我卫生室就诊的蛇伤患者，
每年有五六十人。 近5年来，每年超过100
人。 ”曾宪国告诉记者，被蛇咬伤在当地算
是一种常见病。 然而，被毒蛇咬了，如果治
疗不及时或处理不当，会危及生命。

2004年夏季，永兴县柏林镇75岁的曹
满姣被蝮蛇咬伤，昏迷不醒3个多小时。 全
家人都以为她没有活过来的希望了，于是
准备办后事。 但女儿李文珍听说蛇医曾宪
国医技不错，便把他请到了家里。 经诊断，
曾宪国发现曹满姣还有微弱的脉搏。

“人还有救！ ”曾宪国赶紧抢救。 5天过
去，曹满姣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曾宪国这种把人从鬼门关抢回来的故
事，在永兴、安仁等地广为流传。村民们说，
被毒蛇咬伤的人，只要进了曾医生的门，那
就好了一大半。

15年来，曾宪国凭其精湛医技，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1000多名蛇伤患者经他
精心治疗，99.9%得到痊愈。 其中，有39名

濒临死亡的患者起死回生，50多名因蛇伤
引起大面积局部溃疡的患者免除了截肢残
疾的后果，且无一例因诊治无效而死亡的
患者。

减免10万元药费

“曾医生，王玉宝被五步蛇咬伤了，现
在人快不行了，你快来！ ”2005年6月28日
凌晨1时许，曾宪国接到远在60公里外的七
甲乡清塘村王满珠打来的电话。

从黄泥乡到七甲乡，有一半路程山高
路险，白天开车都得缓慢行驶，深夜行走就
得更加小心了。 可是，蛇伤属于危急重症，
生死只在一瞬间。 放下电话，曾宪国马上
骑上摩托车，驶入茫茫黑夜中。

大山深处伸手不见五指，山路一侧就
是百丈深谷， 一不小心就可能车毁人亡。
但曾宪国只有一个念头：早点赶到目的地
救人！ 他凭借摩托车的微弱灯光，艰难前
行。

在山路颠簸两个多小时后，曾宪国终
于赶到了王家。 王玉宝被五步蛇咬伤已5

个半小时， 出现了死亡率超过80%的弥散
性血管内凝血。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曾宪
国就不会放弃。经过23天救治，王玉宝终于
痊愈。 王玉宝说，曾医生不仅救了他的命，
还减免了他3600多元医药费， 是他的大恩
人。

多年来， 找曾宪国治疗毒蛇咬伤的患
者遍及郴州地区， 连周边攸县、 茶陵、 耒
阳等地患者也慕名而来 。 村里一些人以
为， 凭着一技之长， 曾宪国肯定会发家致
富。 可时间长了， 村民发现， 曾宪国对孤
寡老人、 家庭困难患者的医疗费用能减就
减、 能免就免， 至今， 他家仍过着并不富
足的生活。

“蛇伤患者大多是青壮年，上有老、下
有小，是家中的顶梁柱，救一个人便是救一
个家，这是医生该做的事。”曾宪国笑着说。

曾宪国扎根农村救治患者， 先后为患
者减免医药费10多万元。

在曾宪国的诊所里， 挂满了治愈病人
送来的锦旗、贺匾，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
个医者仁心的动人故事， 每一块贺匾里都
洋溢着患者对医者的感激之情。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姚学文）
今天， 我省首届大学生网络DV大赛
在长沙落幕。 一批大学生自己演、演
自己、自己拍的充满校园气息的网络
DV（即 “微电影 ”）作品面世 ，受到广
泛好评。

此次大赛由湖南湘州影视策划

有限公司 、 长沙网络电视台联合主
办，以“拍我青春，酷我个性”为宗旨，
通过大学生自己演 、演自己 、自己拍
的艺术表达方式，来客观、真实、形象
地再现当代大学生们的思想和生活
状态 。经评审 ，《北正街 》等12部优秀
作品获奖。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12月 17日

第 201234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31 1000 131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771 160 123360

8 69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909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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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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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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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2592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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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7日 第2012148期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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