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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晚，“欢乐潇湘”群众文艺汇
演优秀节目展演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偌
大的剧场里，没有奢华的舞台，没有鲜花
的衬托，只有掌声热烈而真挚。 至此，由
省委宣传部牵头举办的“欢乐潇湘”群众
文艺活动落下帷幕。

“欢乐潇湘”从今年3月启动，至9月
结束，是湖南近年来演出规模最大、时间
跨度最长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这个舞
台，让群众唱主角，让草根当明星，极大
地活跃和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提升了
百姓幸福指数。

最好的舞台在群众身边
“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汇演启动

后，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纷纷把这
一活动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推进文化惠民的具
体工作来抓， 三湘大地迅速掀起了一股
群众文化活动的热潮。

在4月至6月各县（市、区）的初赛及7
月至8月各市州的复赛中，各地着重在发
动群众参与、引导群众创作、鼓励群众表
演等方面打造特色。 如长沙市启动“欢乐
潇湘·百佳千星”评选，吸引了全市1200
多支群众文艺团队踊跃报名参加， 舞台
覆盖全市180多个乡镇（街道）、400多个
村（社区）；湘潭市通过开展“欢乐潇湘·
幸福湘潭”，积极践行“全民参与”理念，
上到80岁老人，下至3岁小孩，在活动中
找到了展现自我的舞台。

衡阳县樟木乡的群众至今记忆犹
新，3个月前，乡里的“欢乐潇湘，和风衡
州”群众文艺汇演在群众的晒谷场举行。
当精彩演出进行到第2个节目时，因线路
故障，活动现场停了电。 观众灵机一动，
把十几台摩托车摆在4个方位，打开前置
灯，即成了舞台的照明灯光。 这一次“意
外事件”，让“欢乐潇湘”舞台增添了几分
欢乐气氛和乡土气息。

把舞台搭到群众身边， 把欢乐送到
百姓中间。 许多群众表示，“欢乐潇湘”活
动是真正为老百姓搭建的舞台， 这样的
活动百姓爱参与， 这样的节目百姓最爱
看。 据统计，今年“欢乐潇湘”活动，全省
共演出13094场次， 参演团队1.17万个，
参演群众80.24万余人， 参演节目13.8万
多个，其中新创作节目6万余个，观看演
出群众达1670.7万人次。

最好的演员从群众中产生
为搞好“欢乐潇湘”演出，各地派出

文艺骨干，深入乡镇、街道群众文艺汇演
节目排练现场，对节目的创作、节目形式
和组织群众开展排练等方面， 进行面对
面的辅导， 使热爱文艺活动的群众文艺
素质和才能得到提高，一批“草根”演员
迅速走红“欢乐潇湘”舞台。

株洲京剧爱好者王婕， 2007年接触
京剧便痴迷至今， 在自办的幼儿园里开
设京剧课堂， 引导孩子们看京剧、 唱京
剧。 她表演的一段 《贵妃醉酒》 惊艳演
出现场。 像王婕一样的草根演员还有很
多， 既有身患癌症仍带领群众开展文艺
活动的老人， 也有风华正茂的劳动一线

工人， 还有痴迷戏曲、 歌舞的上班族和
老年人合唱团、 舞蹈队， 更有热爱歌舞
和曲艺的80后农民、 90后学生， 他们都
是“欢乐潇湘” 文艺汇演舞台上最耀眼
的“明星”。

岳阳县甘田乡5位年过花甲的老人，
为把花鼓小调《乡里婆婆》排练好，索性带
上几件换洗衣物， 吃住在队长邹秋保家，
实施“封闭式”训练，睡地铺，凌晨5时就起
床排练，一直练到晚上11时，这样的排练
坚持了20多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该
节目晋级岳阳市决赛。

通过汇演，爱好文艺的群众纷纷向分
散在各行各业的群众文艺团队集结。 目
前， 遍布全省城乡的群众文艺团队已达2
万多支，这次报名参赛的就有1.1万多支。

最好的节目由群众创作
9月16日晚，“欢乐潇湘”决赛永州市

专场在湖南大剧院如期上演。演出的女子
群舞《女儿·女人·女书》、龙狮舞《龙腾狮
跃舞潇湘》、原生态瑶歌《盘王大歌》等14
个节目， 具有浓厚的永州特色和民族特
色，绝大多数为原创作品。

“欢乐潇湘”活动的开展，激发了群众
参与文艺创作的热情。 各地在开展海选、
汇演时，注重在原创节目上下工夫，张家
界、自治州、娄底、邵阳、怀化等新创节目
都在1000个以上。

王蕾是澧县文化馆一名文艺专干，
“欢乐潇湘”启动后，她主动下到乡镇为群
众创作节目和辅导节目排练。为创作由当
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改编的节目《夯歌
情》，她跑遍全镇20多个村，走访30多位
老艺人，回到家又挑灯夜战多日，才完成
编导工作。由于排练该节目的演员年龄偏

大，她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做示范，手把手
教了一个多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澧
县“欢乐潇湘”县级复赛中，《夯歌情》获得
一等奖，并登上了全省决赛的舞台。

湘潭县梅林桥镇月形村村民李新明，
编写打油诗远近闻名，大家亲切地称他为

“草根诗人”。“欢乐潇湘”活动的开展，点
燃了他的创作激情，相继创作出打油诗近
百首。 十里八乡的村民被他的诗情所感

染，纷纷走出田间，洗去泥水，自觉排练参
赛节目。

在“欢乐潇湘”文艺汇演中，全省新创
作节目6万余个，包括音乐、舞蹈、曲艺、小
戏、小品、相声等，充分反映了我省“四化
两型”建设的火热生活，讴歌了潇湘大地
美丽多姿的自然风光、淳朴浓郁的民族风
情和人们的幸福生活，充满鲜明的地方特
色、民族特色和浓郁生活气息。

何力柱

历时半年多的 “欢乐潇湘” 群众文
艺汇演圆满落幕。 半年里， 全省共演出
13094场次， 参演团队1.17万个， 参演群
众80.24万余人 ， 参演节目13.8万多个 ，
其中新创作节目6万余个 ， 观看演出群
众达1670.7万人次。 这是一次我省群众
文艺实力的大检阅， 也是一次群众文艺
的狂欢盛宴， 这个舞台， 真正成了群众
的 “星光大道”。

在所列的这一组数据中， 我特别注
意到新创作节目6万余个 。 这表明 ， 群
众文艺活动的空前活跃， 也相应带动了
业余文艺作者的创作热情。 这些新创作
的节目， 描写的都是老百姓熟悉的身边
人、 身边事。 正因为熟悉， 所以才更接
地气， 更鲜活， 更有感染力， 也更贴近
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朴素需求。 这些节目
由群众演员表演， 用群众语言演群众生
活， 演给广大群众看， 在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的同时， 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的主旋律， 唱响了中国梦， 凝聚了
人心， 积聚了力量， 因而也更精彩、 更
亲切、 更迷人。

汇演结束了， 如何让群众的 “星光
大道 ” 越走越远 ， 让群众舞台星光熠
熠，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 把活跃演
出与促进创作结合起来， 努力发现和培
育一批优秀的群众文艺表演团体， 推出
一批传承地方文化、 具有鲜明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的群众文艺精品节目。 这不
应只是汇演的要求， 而是相关文化部门
推动群众文化发展的长期要求。 而俯下
身子抓精品创作 ， 培养群众文艺人才 ，
才是根本。 因为只有那些真正贴近群众
生活， 直抵人的心灵深处的艺术作品 ，
才是群众真正需要的精神文化， 才是群
众文化发展所追求的方向和人文精神所
依托成长的根本， 也才能为文化强省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丹） 国庆
长假即将到来， 长沙市疾
控中心今天发出提醒： 鉴
于国内外多地出现严峻的
登革热疫情， 市民要提高
防病意识， 加强防蚊灭蚊。
计划长假外出旅行的市民，
若前往疫区， 务必要做好
个人防护。 外出归来出现
发热头痛、 骨痛等症状要
及时就医。

该中心传染病防治科
科长刘如春介绍， 登革热
是由登革热病毒引起的一
种急性发热性疾病， 经蚊
虫叮咬传播。 入秋以来， 南
方大部分地区蚊密度及蚊
虫活跃度依然较高， 登革
热传播风险持续存在。

尽管目前长沙尚未出
现登革热疫情， 但国庆长
假将至， 将迎来跨国、 跨省
人员流动高峰， 专家提醒，
出现输入性病例风险增加，

甚至可能发生本地感染病
例， 市民一定要提高防病意
识。 由于登革热病毒经蚊虫
叮咬传播， 因此， 积极防蚊
灭蚊， 避免蚊虫叮咬是有效
的防病措施， 一旦出现发
热、 头痛、 骨痛等不适， 特
别是前往登革热疫区后出现
上述不适， 要及时就医， 并
主动将相关信息告知医务人
员。

疾控专家提醒， 对于有
发热、头痛、骨痛等症状的病
例， 接诊医务人员要注意咨
询是否曾前往登革热疫区，
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
疗。 登革热是乙类法定传染
病，一旦确诊，要及时进行网
络直报。医疗机构对于疑似、
临床诊断或实验室确诊病
例，其治疗、卧床休息地，要
做好灭蚊防蚊工作。 重症病
例住院治疗期间要做好防蚊
隔离， 隔离室应配备防蚊措
施，如纱窗、纱门（网）、蚊帐。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秦璐） 今天
是第13个世界心脏日， 长
沙市中心医院举办“年轻心
脏， 娱乐健康” 主题宣教活
动。 该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室
主任陈然表示， 秋天天气变
化较大， 是心血管疾病的高
发期， 特别是急性心血管疾
病， 如病毒性心肌炎， 有时
还因“感冒” 的伪装， 延误
治疗。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威
胁我国居民健康的“第一杀
手”， 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也易患上， 特别是病毒性心
肌炎这种“急性病”。 陈然
介绍， 该院心血管内科上周
连续接收了2名“90后” 男
青年， 都是因为感冒症状就
诊， 诊断出病毒性心肌炎，
病情来势汹汹。

据悉， 病毒性心肌炎是
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并发
症，感染初期有发热、咽痛、
咳嗽、呕吐、腹泻、肌肉酸痛

等症状， 约1-3周后会出现
心脏受损症状， 主要表现为
心慌、胸闷、乏力等，有的还
会出现喘气、浮肿、晕厥、恶
性心律失常和心脏扩大等，
严重的心肌炎患者可能会导
致心肌病和猝死。

国庆长假即将来临， 陈
然建议大众在假期可以选择
慢跑、 骑自行车、 打太极
拳、 打乒乓球、 羽毛球、 篮
球、 足球等方式来进行运
动， 有效保护心血管。 运动
或出游之前， 同时备好各种
心血管常用药物， 以便应对
突发情况。 节假日里玩得通
宵达旦， 吸烟、 饮酒过量等
行为均不可取， 不仅会使心
脏负担加重， 还可能发生阵
发性心动过速， 从而诱发心
律紊乱、 心绞痛甚至造成猝
死等心脑血管危险疾病。 饮
食方面也要避免暴饮暴食，
控制好食物摄入的总量， 少
吃甜食、 肥腻肉类， 多吃些
杂粮和瓜果蔬菜。

本报9月29日讯（熊远帆）
今天， 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
沙市文联主办的“梦想中国·
最美长沙”首届全国摄影艺术
展正式启动，向全国征集关于
长沙的“最美”照片。

主办方称， 此次影展主
要征集反映长沙的城市建
设、社会发展、工业、农业新
风貌； 展现长沙良好的生态
环境，优美的自然风光，宜人

的居住环境、旅游景点；表现
和谐的人文景观、古城遗韵、
民俗民风、 长沙人的精神面
貌、市民的日常生活作品。

大赛将设金奖2名、银奖
4名、 铜奖6名， 优秀奖120
名， 奖金200至10000元不
等， 获奖作品将集中展出并
结 集 出 版 。 咨 询 电 话 ：
0731-84314326， 电子投稿
邮箱：cssheying@126.com。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唐小玲 郑
莺莺） 日前， 我省首套以
环保为主题的手绘明信片
问世。 这套明信片由10张
明信片和1张书签组成， 已
印制5000套。

该套明信片图文并茂，
上面的绘画均为长沙环境
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
术与建筑系学生的作品 。

绘画美观大方、 清新自然。
每幅绘画旁边配了环保宣
传的文字说明。 内容包括
水污染对人类的危害、 一
次性用品给环境带来哪些
影响、 乱扔烟头会造成什
么后果、 十大环境问题是
哪些等等， 从不同角度诠
释了环境破坏对人类的影
响 ， 呼吁大家共同努力 ，
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这个舞台，群众是主角
———湖南省“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汇演综述

多地出现登革热疫情
国庆长假外出需绷紧防病弦

长沙向全国征集“最美”照片

首套环保手绘明信片问世

9月14日晚， 2013湖南省 “欢乐潇湘” 大型群众文艺汇演决赛常德专场在湖南大剧院举行。 图为桃源县的演员在表演
常德地花鼓车儿灯 《新歌越唱越红火》。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短评

让群众的“星光大道”越走越远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9月 29日

第 2013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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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1000 564000

组选三 438 320 140160
组选六 0 160 0

3 3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9月29日 第201311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406778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9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38994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04
53915

1097481
8883524

63
1765
36123
288791

3000
200
10
5

17 21 23 330604 07

本报记者 陈惠芳

此李小龙，非彼李小龙。
那个李小龙是“功夫大王”、已故影星

李小龙。 这个李小龙，是湘乡市金石镇龙
潭八一中学教师李小龙。他的功夫在课堂
上，也在网络上。

李小龙和他的一帮网友，一帮爱心人
士经营着“叮当助学网”。李小龙的网名叫

“叮当猫”。
9月29日，记者从长沙赶到龙潭八一

中学时，正逢学生们午休。 这是一所初级
中学，有500多名学生。 学生们一个一个
趴在课桌上睡觉。“叮当猫”却没有睡觉。
他正在宿舍3楼的居所里忙乎，与网友交
流。

上午8时21分，一位叫“月冰露”的网
友在QQ群“叮当网络助学群”给他留言：

“李老师，麻烦你去振兴龙潭店接下鞋子，
今天会送到那。 ”13时36分，“叮当猫”回
复：“好的，今天搞定。 谢谢。 ”

李小龙说：“我们有80多个群，2000
多人参与， 为家庭困难的学生牵线搭桥。
网络鹊桥，能量大。 2007年11月1日开通
叮当助学网至今， 光一对一帮扶的就有
400多人。 还有很多贫困学生通过网络鹊
桥得到各种帮助。 刚刚回复要去接的鞋
子，就是爱心人士寄送来的。 ”

记者浏览了一下QQ群，密密麻麻。除
了与资助人交流、接受入群申请的“叮当
网络助学群”，还有网友交流的“叮当网络
志愿者群”、 网友监督的“叮当网络天使
群”、核心网友内部工作交流的“叮当网络
团体群”等等。

这是一个“爱心直通车”，为爱心人士
提供贫困学生资料，长期跟进贫困学生受
助情况。“所有的爱心款项，我们都有正式
发票与签收人。拍成照片，通过QQ发给资
助人。 ”李小龙说：“所有从事叮当助学网
工作的人员，不提成一分钱。 我们愿意倒
贴。 ”

李小龙上的是英语课。 课堂上，他是
“李老师”。 下了课，他是“叮当猫”。 一有
空，他就打开电脑，登陆QQ，处理相关信
息，乐此不倦。

网络复杂，网络上的骗子不少。“叮当
助学网”刚开通时，李小龙自然被质疑。加
的网友少，关注度不高。李小龙没有泄气，
将了解到的贫困学生情况写成日记，一篇
一篇发在QQ群里，关注的、响应的越来越
多。他说：“起先，一些人以为我也是骗子。
我不做声，用事实说话。人间自有真情在，
虚幻的网络也有真善美。 ”

李小龙的工资不到2000元。 他坦陈：
“没有家里人的支持，我是搞不下去的。 ”
李小龙也是苦出身。 父亲当过民办教师，
母亲种田。 他从小学到初中，没有穿过一
件新衣服，都是补丁打补丁。“我发自内心
地同情贫困学生，总想帮帮他们。 ”

“叮当助学网”火了，QQ群火了。这是
爱心点燃的火。

在龙潭八一中学，记者采访了两位初
二学生，一男一女，都是13岁。 他们是一
个班的，有着相同的命运。

小杨家住金石镇长宁村， 是个男孩
子， 个子不高， 精瘦精瘦的。 他很小失
去了父母， 跟70多岁的奶奶生活。 他在
校寄宿， 周末骑自行车回家， 要骑一个
多小时。 这样一个苦孩子， 被江苏一个
叫“芹” 的网友“相中” 了。 “芹” 了
解与资助的渠道就是“叮当助学网” QQ
群。 6年级， “芹” 每学期资助小杨500
元， 初一、 初二是1000元。 小杨不太爱
说话， 很腼腆。 小杨说： “‘芹’ 阿姨长
得漂亮。” 他告诉记者， 班主任给他看过

“芹” 阿姨的照片， 他也经常给“芹” 阿
姨写信， 将信拍成照片， 用QQ发过去。

通过“叮当助学网”资助女孩子小周
的，是湘潭一位27岁的普通职工。 一个学
期， 资助1100元。 而这位不肯留名的叔
叔，至今没有买房，没有结婚。小周家住金
西村，也失去了父母，只有爷爷、奶奶。 小
周说：“读6年级时，李老师带我到湘潭，见
过这位叔叔。 叔叔送给我一本书，叫《力
量》。 叔叔嘱咐我，不要畏难，好好学习。 ”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何况这些没有父
母的孩子！”李小龙说：“想起这些，我就觉
得我做的事很有意义。 我个人能力有限，
帮一个是一个。 ”

“初中3年就这么过去了。虽然您没有
教过我其他功课，但您却教会了我怎样去
爱，去关爱和帮助别人，教会了我原来陌
生人也会有温暖。 世界可以变得很小，每
个人都可以变得那么有爱心！ ”

这是刚刚从龙潭八一中学初中毕业，
就读于湘乡二中的郭凤湘同学《给李小龙
老师的一封信》。

这就是口碑。“叮当助学网” 泉水叮
当。 爱的清泉，源源不断流入到贫困学生
的心田。

■记者感言
龙潭八一中学，是一个“一脚踏三县”

的地方，位于湘乡、宁乡、韶山交界处。 偏
远，清寂。

李小龙，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一个
普通的助学网主持人，一个宁肯省吃俭用
也要尽力帮助贫困学生的痴迷者，一个夜
以继日、年复一年从事爱心事业的“叮当
猫”，一个曾获得“中国第9届优秀青年志
愿者”称号的年轻人。他还只有36岁，任教
已经12年。他的功夫，他的爱心，就花在贫
困学生的身上。

什么是无私的人？ 什么是纯粹的人？
我们找到了。

———记湘乡市金石镇龙潭八一中学教师李小龙
湖南日报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身边的美丽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叮当猫”的功夫

湘乡市龙潭八一中学， 英语教师李小龙创建 “叮当助学网”， 发动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一对一帮扶了400多位家庭困难学子。 范远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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