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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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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周大哥，上次听你说资助龙
兴佳女儿上大学的事怎样了？我
打算月底回来。”8月2日， 桃源县
马骔岭镇文风村在北京创业的周
勇，给周德清打来电话。

“这次没考好，准备复读，我
正打算去他家送钱。” 周德清答
道。

“等等我，忙完这几天我就过
来，一起去送。”电话那头恳切地
说。

周勇是周德清在北京认识的
朋友，对周德清坚持做好事、善事
十分钦佩，也效仿他，已坚持6年
照顾村里一位孤老。

“一个好人，影响很多人，造
就了一批好人。”沅陵县官庄镇镇
长李宏说。

好事做得多，群众尊重他
照顾孤老，修路架桥，代人办

事，花费钱财数十万元，只有出没
有进，而周德清乐在其中。

做好事、善事，默默奉献，他
更不图名。

在沅陵县官庄镇， 记者听到
一个令记者肃然起敬的故事。

2010年， 周德清所在的官庄
镇黄壤坪村委会换届， 本来他不
在候选人提名中， 结果因为好事
做得多，群众尊重他，以满票推选
他当村委会主任。

当选村委会主任， 周德清一
点也高兴不起来， 几个晚上辗转
反侧，他想到自己身有残疾，又在
创业，还要照顾孤老，不能全身心
投入工作， 会影响村里发展。于
是，及时向镇党委、镇政府打报告
请辞。

“辞掉村主任，辞不掉的是做
人的责任。”周德清这样对镇领导
表态。

对此，有人说他傻，给顶“帽
子”都不要。

“我做好事出于一种人生追
求，一不图利，二不图名。我想做
一个平常人， 尽力为社会和群众
做点有益的事。” 周德清这样回
答。

跟好人，学好人，做好人
行善27年， 周德清收获最多

的是朋友。
值得欣慰的是， 受过周德清

帮助的人，又去帮助别人。不少亲
戚朋友也自觉加入好人阵营。

乐善好施，不图名利，如今在
沅陵，学周德清人品、做周德清善
举，悄然成风。

黄壤坪村青年蒋次祥， 过去
游手好闲，2007年与周德清合伙
造林后，近距离接触，被周德清所
感染，向上向善，去年入了党。

跟好人，学好人，做好人。以
前碰到村里残疾人胡国林， 蒋次
祥懒得看一眼， 近年来胡国林生
病，他却主动给钱救治。今年7月
27日凌晨2时多，村民汪海霞大出
血，他和周德清轮流开车，把她连
夜送往县城抢救。

罗家桥村民魏汪辉和周德清
是中学同学， 这些年亲眼见周德
清做了不少好事，也跟着做起来。
他与特困户朱中玉结成帮扶对
子，老人生活困难，他拿钱资助；
老人生病， 他上门护理， 情同母
子。

“做好事不求回报，做人要做
德清这样的人。”五强溪镇农民企
业家张长青说， 他与周德清是多
年好朋友，他钦佩周德清的品德，
并以之为榜样，坚持行善做好事。

8年前，张长青找到五强溪小
学，希望由他出钱，资助在矿山事
故中遇难的全某的两个孤儿读
书，直到大学毕业。他请求学校一
不能让外人知道， 二不准孩子认
人报恩。前两年，兄弟俩双双从大
学毕业，至今不知恩人是谁。

在黄壤坪集镇开家电专卖店
的李红心，是周德清的妹夫，有一
手维修家电好技术。这些年，受哥
哥影响，他免费维修家电，对住地
偏远的人和老弱病残， 还骑摩托
上门维修。据估算，他已为当地乡
亲免收维修费10万元以上。

周德清看到身边一拨拨好人
跟随，格外欣慰。他说：“靠我一个
人做好事，毕竟能力有限，但只要
人人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
好人间。”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王曦）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
悉， 该市交警将对市民举报并查
实的机动车向车外抛洒物品的交
通违法行为给予奖励， 每起奖励
100元。

据了解，交通违法行为的处
理遵循属地管辖原则，市民可通
过面呈、信件或网络（邮件）等方
式向辖区交警大队提交违法行
为的证据资料，且举报只受理视
频证据材料，违法行为应发生在

三日内。 各勤务大队在接报后，
将按相关要求对材料进行审核，
对符合处罚要求的录入《公安交
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通知被
举报人接受处理；对符合举报奖
励条件的， 呈报支队审批后领
取奖励经费，以电话、函件的形
式通知举报人领奖。 领奖通知
自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为有效时
间，超过30天（最后一天为节假
日则顺延）未办理领奖的，视为
放弃奖励。

本报记者 李国斌

8月3日晚， 有1400多个座位的湖南大剧院坐得
满满当当，南京大学的学生话剧《蒋公的面子》如期上
演。这是该剧第三次来长沙，仍备受湖南观众追捧。

“90后”编剧，“80后”演员
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

系三位教授共进年夜饭， 教授们争吵了一个下午：
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呢……《蒋公的面子》是
2012年南京大学文学院为纪念建校110周年而创作
的一部学生话剧，1990年出生的编剧温方伊， 时为
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大三学生，导演吕效平是文
学院的教授，演员都是南京大学的“80后”学生。除
去导演，主创人员平均年龄24岁。

8月3日晚，温方伊告诉记者，当时吕效平要求
学生把南京大学当年一则“天子呼来不上朝”的轶
事传说改编成话剧剧本，作为学年论文。传说中的
三位主人公中有中文系的著名教授胡小石、 陈中
凡，第三位却姓名不详。历史上，陈中凡是一位“偏
左”的教授，而胡小石则是一位对政治毫不感兴趣
的美食家。三位教授吵了一天，可最终有没有去吃
饭，谁也不知道。

为此，温方伊查询了大量书籍和文献，如《联大
抗战史》、《联大教授》、《民国文人》等，在了解更多
历史的同时，也发现：1943年，陈中凡根本就不在中
央大学，而“蒋介石要来中大做校长”的消息传来
时，年已经过完了。“这件事很可能没有发生过。”不
过，她依然写了两个月，然后改了5稿。

2012年5月，《蒋公的面子》 作为南京大学校庆
戏剧公演，场场爆满。二轮演出，又从10场加至29
场。2013年初，该剧走出校园，开启全国巡演。

来长三次，一票难求
此次来长沙演出的是新版《蒋公的面子》。新版

在原版基础上将演员从7人减为4人，之前剧中三位
主角的青年版和老年版是由两批演员分别饰演，新
版中由同一批演员来演。于是，在舞台上出现这样
的场景：刚刚，演员是机智思辨的阳刚青年，争论政
治和学术观点，忽然聚光灯一转，便成为身形佝偻、
记忆混乱的老人。

导演吕效平说， 原来只用扮演青年时期教授的
三个演员，在新版中要扮演老年的自己，不仅增加了
戏份，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演员在台上
没有时间进行化妆，只能凭借肢体表演，来展现老年
的教授。这样做也有好处，让戏剧的空间更流畅。

这是《蒋公的面子》第三次来长沙演出，也是该
剧的第162场演出。湖南大剧院经理黄蓉说，此番来
长沙演出，仍然延续了前两次的火爆，说明《蒋公的
面子》确实叫好又叫座。

不仅长沙，《蒋公的面子》所到之处，一票难求。
2013年11月，该剧远赴美国，在洛杉矶、纽约、华盛
顿等地演出10场，在华人圈引起观看潮。吕效平估
计，目前总票房已经超过1500万元。

一剧之本，营销之道
《蒋公的面子》场景简单，对话借古讽今，近两

个小时的剧情，围绕着三位教授各自辩论该不该给
蒋介石面子，让观众进入“蒋公面子”与“文人面子”
的价值思辨。吕效平透露，当时创作成本还不到5万
元，尽管编剧年纪轻轻，但是内容却极富人文底蕴。

吕效平表示，所有的好戏都是指出道德的边缘

所在、精神困境所在，《蒋公的面子》之所以火，不是
因为戏里有抗战和“文革”的悲剧因素，而是因为人
性中永远不可能改变的悲剧性和喜剧性。 他也承
认，《蒋公的面子》在舞台形式仍有改进空间，但是
必须看到， 这出戏最大的价值在戏剧文学方面。他
坚持认为，这出戏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来自
于南京大学90年未间断的戏剧教育。

“一出话剧演出上百场，这已经称得上‘奇迹’。”
话剧编剧韩学君说，《蒋公的面子》 从剧本创作到营
销方式， 都值得正处于走市场起步阶段的湖南话剧
学习。主创团队不是以获奖为目的，而是完全按照戏
剧的本质规律进行创作。剧本有艺术基础、文化品位
及给演员有思考空间， 在强调思想性、 艺术性的同
时，没有忽略娱乐性。它的娱乐不是媚俗、低俗，而是
进行智慧的处理。 市场营销上充分利用所有媒体形
式，交给专业经纪公司运作，实现了双赢。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 黎成钢

“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一个民间收藏
家， 竟然收藏了这么多的宝物， 令人震
撼！”7月底，中国收藏家协会资深收藏家、
鉴赏家孙欣、 赵青云等8名专家专程来到
宁远县，对九嶷山大舜博物馆的上万元件
藏品进行鉴赏。

7月27日， 中国收藏家协会聘任九嶷
山大舜博物馆馆长王运辉为该协会民族
艺术品收藏委员会副主任。

宁远县内文物众多，有“一不小心就
会被文物绊住脚”之说。民间收藏应运而
生。王运辉的祖父、父亲喜爱收藏光洋、铜
钱等古董， 王运辉从小就爱上了收藏。上
个世纪70年代， 王运辉从建筑学校毕业，
他一边搞建筑，一边搞收藏，掘得了第一
桶金。

为了增加自己的古董鉴别知识，王运
辉买了几万元书，通过学习，水平不断提
高。如今，他已成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中国东阳收藏家协会会员、国家注册艺术
品鉴定师、湖南省资深收藏家。30多年来，
他几乎跑遍了全中国，他常到江苏、山西
等文物大省去淘宝， 曾经开坏了两辆小
车。2009年的一次，王运辉在昆明古玩市
场，意外地发现地摊上竟然有一件五代孔
雀蓝紫窑陶器，这种陶器在宋代大家欧阳
修、乾隆皇帝的诗词中描述过，很少有人
见到。王运辉喜出望外，差点晕了过去。淘
得这件宝贝，他兴奋得几夜没睡着觉。

王运辉倾尽心力， 收藏了各类藏品2
万余件。2012年， 他将自己家的6层房屋
装修， 建起了一个1658平方米的博物馆，
博物馆以收藏历朝历代的陶瓷器为主，附
铜佛像、铜器、名人字画、玉器珠宝、紫砂
壶、竹木雕刻等杂件，向公众展示藏品1万
余件。

这些藏品中，有价值不菲的乾隆年间
的豆青釉龙纹鹿头尊等。 还有唐伯虎、何
绍基、 潘天寿、 吴冠中等名家的字画、印
章。一些藏品多次获得国内金奖，具有很
高的文化历史价值、科技工艺价值、艺术
美学价值、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专家们
称赞王运辉的收藏是“品类繁多、内容丰
富，涵盖春秋战国、汉魏隋唐、宋元明清，
艺术价值极高。”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一则轶事“查无此人” 一台话剧一票难求

《蒋公的面子》
一个好人，

带出一批好人
———“好人”周德清系列报道之七

长沙举报开车抛物奖100元

他的宝物实在高
本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胡志伟 夏艳辉

“看，这是我们生产的明油纸伞，80%销往国外。”8月4日，在益
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早禾村， 早禾工艺美术伞业公司董事长曹正
新拿起一把伞对记者说。

记者看到，这把伞除了伞面的油纸和内外两个木托外，其余全是
竹料，没有一个铁钉或铆钉。“我们把南竹劈成竹片做伞骨，用水竹竿
做伞把，用桐油涂刷伞面防潮防腐。一把伞最重400克，最轻的才250
克。”曹正新告诉记者，做一把伞要经过近100道工序，全是手工操作，
有许多技术诀窍，其中用钻头托针孔就是一个难点，稍有不慎便会前
功尽弃。

明油纸伞是益阳传统特产。明清时期，“南竹之乡”益阳油纸伞
业兴旺。清末民初，益阳明油纸伞畅销东南亚。以前制作纸伞是早
禾村家家户户的副业，“家家都有制伞匠，户户都会编伞线”。每逢
赶集，村民们会拿出做好的纸伞去卖。可随着金属布伞出现，买纸
伞的慢慢少了。在上世纪50年代明油纸伞鼎盛时期，益阳共有大小
生产厂家40多家，现在只有两家还在做纸伞。

“那个正在给伞面上色的，就是我儿子。”作为益阳明油纸伞制
作技艺第十二代传人， 曹正新舍不得丢弃家传了200多年的手艺。
他说，明油纸伞伞面上有手绘的虫鱼鸟兽、花草竹木等图案，本身
就是一个工艺品，遮阳效果也比布伞好，好东西总会有人要的。因
此，他坚持制作明油伞，并教23岁的儿子学会了制伞技艺。

“以前只能做一般的伞，现在我们开发了精品伞、装饰伞。”曹
正新说，他在继承家传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能根据客户需要
生产各种功能伞。一次，一个香港电影剧组向他订制了一把直径5
米的明油纸伞作道具， 他与村里70多岁的制伞老师傅曹冬发一道
精心选材，攻克技术难关，按时保质交了货，“那一把伞卖了3000块
钱”。

6月下旬， 曹正新携带明油纸伞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湖湘家
传———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示展销” 活动， 受到欢迎与好
评。曹正新说：“我现在订单不愁，一年产50万把伞，还供不应求。”

益阳明油纸伞再放异彩

三进长沙

《蒋公的面子》剧照。 本报记者 李特南 摄

� �涵盖春秋战国汉魏隋唐， 意外收获欧阳修
乾隆圣笔点金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