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新风范·2012 《综艺》 年度人物” 盛
典12月20日在北京举行， 现场揭晓了
年度人物、 年度创新人物、 年度知行
人物等16个奖项。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台长、 天择传媒董事长曾雄荣获 “年
度知行人物”。 这是继魏文彬 、 欧阳
常林后， 第三位电视湘军 “将领” 入
选该系列奖项， 也是城市台领军人首
次获此殊荣。

《综艺》 年度人物评选旨在评选
和彰显当年度在战略、 品牌、 成长和
创新等方面对中国媒体和娱乐产业
有突出贡献的产品、 机构、 决策者 ，
至今已是第八届， 每届的评选结果都

被视为观察行业前沿格局与风向的
重要参考 。 王中军 、 韩三平 、 张艺
谋、 黎瑞刚等传媒业巨头均曾获得该
系列奖项。 曾雄领导下的长沙广电处
于中国电视竞争最激烈的湖南市场，

近5年间快速发展， 尤其在今年 ， 长
沙广电旗下的天择传媒顺利实现跨
地域、 跨平台整合营销的市场突破 ，
陆续为云南卫视定制 《士兵突击 》、
为江苏卫视定制 《花样年华 》， 其出
品的节目在全国一线卫视收视率、 影
响力提升明显， 成功领衔全国电视媒
体的市场化探索， 日渐成熟的 “天择
模式” 极大拓展和丰富了长沙广电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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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龙李强

12月13日， 首届大学生 “走读湖
南乡村文化” 活动奖项定评会议在长
沙举行， 会上确定奖励48篇优秀调研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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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湖南新农村文化建设基金会今
年组织发起的大学生 “走读湖南乡村
文化” 活动， 吸引了1000多名在湘大
学生参加。 这些 “文化义工” 深入农
村， 经过亲身感受和实地调查， 写出
237篇调研文章。 此次活动 ， 既是一
次湖南乡村文化的盘底， 也是把农村
文化建设和高校学生成才结合起来的
有益尝试。

大学生变身 “文化义工”

“走读湖南乡村文化”活动于今年
6月28日正式启动， 来自湖南大学、湖
南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等全省31所高
校的1000多名大学生，组成242个调研
组参加了“走读”活动。这些参与调研
的大学生，被称为“文化义工”。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青
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故土， 农村开始
空心化， 乡村文化日渐式微， 甚至逐
步消亡 ， 散落的文化资源 ， 亟待挖
掘、 保护。

湖南新农村文化建设基金会秘书
长龙佑云表示， 组织发起大学生 “走
读乡村文化” 活动， 一方面给大学生
提供社会实践机会， 让更多大学生进
一步了解农村， 了解当代农民及他们

的精神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 散落在
三湘大地的乡村文化资源数不胜数，
希望通过大学生的发现和挖掘， 让乡
土文化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活动组
委会围绕农村文化建设设置了10多个
选题， 包括红色旅游、 传统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 古村落的保护、 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 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和
活动开展、 生态旅游、 休闲农业发展
等。

参与 “走读” 活动的大学生， 在
学校指导老师带领下 ， 提出一个口
号 ： 重估乡村价值 ， 发现更美的乡
村。

“农村有千百年来积淀的乡村文
化， 值得我们去发现、 挖掘 、 思考 。
这次活动让我们有机会深入农村， 了
解乡村文化， 同时利用我们所学的知
识服务农村。” 湖南师范大学学生魏
蔡勇说。

不到乡村不知乡村的美

烈日炎炎中 ， 242个调研组出发
了。 “文化义工” 们深入到全省14个
市州的70多个区县、 200多个乡村。

“从王尔琢烈士故里、 陈振亚烈
士故居到贺锦斋烈士墓 ， 我们既受
到了红色精神的洗礼和历史文化的
熏陶 ， 也见证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
故事和一处处历史遗迹 。 此外 ， 那
些濒临失传的山歌 、 哭嫁歌 ， 已经
消失的磨市古镇 ， 则让我们惋惜 、
心痛 。” 湖南文理学院学生丁姝文 ，
与同学前往石门调研时 ， 在博客中
深情地写道。

“不到乡村 ， 不知乡村的美 。 ”
湖南文理学院学生李文杏在调研后感
慨， 要真正了解乡村文化， 只有深入
农村 ,用脚步丈量农村 ,才能发掘出藏
于田野之间的乡土文化。

调研中， 大家深入农村， 与农民
同吃、 同住、 同劳动， 用眼睛观察，
用心去思考， 在实践中提升认识， 获
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大家有一个共
同的感受， 乡村文化背后隐藏的文化
符号、 文化差异， 大家知之甚少， 可
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通过 “走读 ” 活动 ， “文化义
工” 们认识到了湖南乡土文化资源的
丰富， 身心都受到了启迪和教育。 他
们一方面为正在衰落的乡土文明把脉
问诊， 大声疾呼， 也对当前的城市文
化有了更多的反思。 有人提出， 保护
好散布乡村的原生态文化， 对接城市
文明的新技术、 新方式， 文化才能真
正大发展、 大繁荣。

为了加强与学生的互动， 组委会
设立了QQ群 ， 建立了专门的博客 、
网站 ， 随时与学生交流互动 ， 提升
“走读” 活动的影响。

一次乡村文化的大盘底

“文化义工” 经过调研， 用集体
智慧写出237篇调研文章 。 在龙佑云
看来， “走读” 活动是对我省基层文
化状况的一次大盘底， 将为我省新农
村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 同
时， 也是一次把农村文化建设和高校
学生成才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

湖南师范大学学生蔡蓉所在的调

研组， 调研了 “梅山文化的现状及开
发状况”。 在安化县， 他们就梅山文
化的现状及如何保护梅山文化， 以发
放问卷的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蔡蓉说， 调研中遇到了一个难题， 即
当地群众对文化保护并不如对经济发
展那般热衷， 使得调研组在进行问卷
调查时遇到了困难。 这让她深刻认识
到， 梅山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任重而道
远。

来自湘潭大学的马特， 去年了解
到湖南特有的盘瓠文化后， 被深深吸
引。 在麻阳苗族自治县走访盘瓠文化
中， 他从盘瓠文化景观入手， 分析现
代文明与传统文明融合下乡村文化发
展的现实情况， 力求找到一条适合农
村传统文化发展的道路， 为其他乡村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提供借鉴， 也为新
农村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文化义工” 们认为， 乡村特色
文化资源的保护、 开发、 利用已经成
为当前农村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 湖南文理学院调查组在石门县磨
市镇调研时， 看到古街一片废墟， 老
建筑所剩无几， 他们在调研报告中大
声疾呼， 解决农民的现代生活需求与
文化遗产的保护之间的矛盾， 必须引
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和过去的学生 “三下乡 ” 相比 ，
此次 “走读 ” 活动更注重成果的运
用。 组委会将把获奖作品结集出版，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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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视点 今年暑假，1000多名在湘大学生深入湖南乡村，调研
散落的文化资源———

“走读”乡村文化 发现乡村之美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陈薇 ）“我的父亲母亲———老后的
大山情结 ”主题摄影展 ，今天在湖
南大剧院彩纳轩艺术展厅开幕。民
俗摄影家老后在湘中农村抓拍的
160余幅老人肖像， 带给观众别样
的震撼。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宣布
摄影展开幕。

老后本名刘启后， 隆回县人，
著名民俗摄影家。他几十年来深入
湘中偏远山区，共记录下2000多帧
脸部如大山皱褶般的老人肖像。此
次展出的160余幅作品， 就是从中
精选出来的 。这些作品 ，多以抓拍

的手法，真实细腻表现大山中老人
的神态， 他们脸上的每一道皱纹、
每一种表情 、每一个手势 ，都有数
不尽的沧桑。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
务院参事冯骥才观看后曾说，这些
脸上藏着一部中国农民史。

老后连续30多年跟拍隆回的
花瑶，先后300多次深入瑶寨，通过
摄影作品，把这支独特的花瑶介绍
给了世界。 本次展览由省文化厅、
首都博物馆 、省文联 、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 、邵阳市委市政府 、湖南中
华文化促进会联合举办，展览将持
续至2013年1月24日。

本报12月24日讯 （通讯员 朱红
记者 李国斌） 21日， 由益阳市文
广新局主办的 “三湘读书月·银城
书香节 ” 在益阳启动 。 此次读书
月活动以 “学习十八大精神 共建
学习型益阳 ” 为主题 ， 将开展全
民阅读进机关、 进校园、 进企业、
进村组 、 进社区 、 进家庭 、 进军

营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上，表彰了上一届读

书月活动的书香集体，向“七进”代
表单位赠阅十八大读本。还举行了
图书漂流首漂仪式， 共开辟学校、
机关 、企业 、市民4条漂流线 ，天心
阅读网免费为每个漂流点提供150
本书籍进行首漂。

■文化大观园

“我的父亲母亲”
主题摄影展开幕

“三湘读书月·银城书香节”
活动启动2012《综艺》年度人物揭晓

长沙广电曾雄当选年度知行人物

12月23日晚，三湘都市报、华声在线、魔镜画报在湘潭市步步高广场
联合举办新生音乐会，为湘潭市民送上1场文化盛宴。图为市民在观看骑
马舞《江南style》。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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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 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舞龙舞狮
分会换届会议今天在中南大学召开，
会议确定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舞龙舞
狮锦标赛于2013年8月在南京举行。

会议透露 ， 第六届舞龙舞狮锦
标赛将于2013年8月在南京林业大学

举行 ， 比赛分为普通高校、 体育院
校 、 职业技术学院 、 研究生/留学
生 、 教工/中小学生等5个组别 ， 共
进行舞龙、 舞狮 、 传统项目 、 荷花
龙以及舞龙教学项目5大竞赛内容。

据大学生体育协会舞龙舞狮分
会秘书长黄益苏介绍 ， 由中南大学

首创先行的 “全国百校龙狮进课堂”
推广计划， 倡导全国100所高校采用
舞龙舞狮选项课 、 选修课 、 专业任
选课 、 限选课等方式 ， 把舞龙舞狮
引进大学课堂 。 目前 ， 加盟高校达
130多所， 其中国家985、 211重点建
设大学36所。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蔡矜宜）
在北京时间24日凌晨进行的英超第
18轮比赛中，切尔西队主场以8比0大
胜阿斯顿维拉队， 为球迷送上了1份
精彩的圣诞大礼，并追平俱乐部英超
历史最大胜差纪录。少赛一场的 “蓝
军” 目前落后领头羊曼联队11分，联
赛排名上升到第3位。

在英超历史上，切尔西与阿斯顿
维拉队共交锋40场，“蓝军”取得17胜
12平11负占据优势 。本场比赛 ，切尔
西队打出酣畅淋漓的攻势足球 ，“蓝
色浪潮”几乎每10多分钟就席卷一次
球场。开场仅3分钟，托雷斯便以一记
头球破门为球队吹响了“进攻号角”；
第29分钟，路易斯主罚任意球直接射

门绕过人墙入网；5分钟后，卡希尔转
身抽射未成，伊万诺维奇跟进头球补
射入网，切尔西3比0进入半场休息。

易边再战，老将兰帕德以一记势
大力沉的凌空抽射将优势扩大为 4
球。最后20分钟内，奥斯卡点球破门，
阿扎尔近距离攻门得手，拉米雷斯两
度建功、锁定胜局。

第六届大学生龙狮赛明年南京举行
大学生体协舞龙舞狮分会举行换届会议

8比0大胜迎圣诞 切尔西重返英超第3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蔡矜宜）
广州恒大俱乐部今天宣布巴西中场
新星埃尔克森加盟恒大队，转会费为
570万欧元，双方签约4年。

埃尔克森1989年出生于巴西，出
道于巴西维多利亚队。 2009年，埃尔
克森完成了巴甲联赛的首秀，并帮助
球队在此后的连续两年中获得州冠

军。 2011年，埃尔克森转战巴甲豪门
博塔弗戈队后， 以8个进球10次助攻
位居当年巴甲助攻榜第二名，并首次
入选了巴西国家队。 2012年，埃尔克
森以11粒进球和4次助攻的数据成为
球队不折不扣的进攻核心。

埃尔克森身体素质强悍、速度出
色 、 技术全面 ， 百米速度达到10秒

32，40米冲刺达3秒54，出色的技术和
速度令其能胜任前锋和前腰两个位
置。 值得一提的是，埃克尔森的偶像
是罗纳尔多，而他最欣赏的球队则是
巴萨。

据悉，埃克尔森将于2013年1月5
日左右抵达广州，届时恒大俱乐部将
召开新援见面会。

恒大引入巴西新星转会费57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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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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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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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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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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