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魏胜 周敏）6月16日，以“书香
中国，诗意端午”为主题的屈金星诗歌
巡讲暨重走屈原诗歌辞赋之旅活动走
进汨罗， 这也是他此次“诗歌万里长
征”的湖南第一站。

屈金星系近年较活跃的诗人。6月
10日，他在京自费启动一个人的“诗歌
万里长征”， 重走屈原诗歌辞赋之旅。
他从北京一路南下， 将沿屈原流放的
路线走进岳阳、汨罗、长沙、汉寿、常德
等地，进行公益巡讲、诗歌朗诵、采风
等活动，行程万余里。屈金星表示，此

举的目的是以诗歌纪念屈原、 讴歌大
写的民族精神、 激荡起建设中国梦的
壮志豪情。屈金星呼吁，将端午节明确
为中国诗人节、 诗歌节。“这对于传承
中国优秀的诗歌传统、 弘扬核心价值
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屈金星曾策划发起2015首届中国
诗歌春节联欢晚会、2014海峡两岸著名
诗人余光中、汪国真中国（开封）宋韵端
午诗会暨“寻根中原，回梦大河”诗歌文
化之旅，影响颇巨。2012年，他沿着屈原
流放路线采风月余，创作600行长诗《屈
原颂》并在京举办大型端午诗会。

“文化创客”
产品可以预售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陈薇） 6月

14日，由世界创客大会组委会主办的“世界
创客大会文化创客长沙峰会暨第二届湖南
文化创业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
以“文化创客，品牌众筹”为主题，旨在汇聚
湖南本土资源， 打造湖湘文化圈乃至汇聚
世界创客圈的文创联系网， 推动湖南文创
行业的发展。

世界创客大会发起人刘玄奇表示，在
很多“草根”文化创客的背后，存在着资金
短缺、 没有抵押物、 人才缺失等问题。“众
筹”有望为“草根”文化创客助上一臂之力。
刘玄奇解释道：“比如， 你有一个文化创业
项目，但启动资金不够，怎么办？喜欢你这
个产品的人先把钱给你，支持你实现梦想。
你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后，发给支持你的人。
这相当于文创产品预售一样。 文化创客做

‘众筹’，就用这一简单的模式。”
据悉， 自从去年6月活动启动以来，已

承接70多个项目，共筹得资金100余万元。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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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新春

【微档案】
赵珊玲 ，女 ，34岁 ，祁阳县黄泥

塘镇唐家岭完小教师、副校长。2000
年参加工作， 扎根偏远农村小学任
教15载 。2009年被评为县优秀教
师，2013年被评为祁阳县“最可爱乡
村教师”，2014年被评为永州市“最
可爱乡村教师”。

【故事】
“每次生病的时候，赵老师都像

妈妈一样照顾我，带我看医生。”
“前几天放学路上的小河涨水

了，是赵老师天天背我过去的。”
6月16日， 因为记者的到来，祁

阳县黄泥塘镇唐家岭完小三年级1
班的语文课前，开展了一场关于“我
最爱的赵老师”的小讨论。

孩子们口中的赵老师， 散发着
母性的光辉。记者眼前的赵珊玲，说
话语调温柔，笑起来眼睛弯弯，让人
倍感亲切。

直到瞥见她青丝中缕缕白发，
记者才对这个“80后”的乡村女教师
有了更深的了解。

唐家岭完小校长唐利华告诉记
者：“关爱学生是赵珊玲的天性，乐
观和坚强是她的本色。”

2010年， 赵珊玲因照顾患红眼
病的学生而被感染。 怕耽搁学生课
程，她买来了眼药水在家治疗，没想
到红眼病发展为小柳原田综合症，
视力一夜之间骤降，眼前一片模糊。

“当医生告诉我， 此病无法根
治，容易复发，甚至会导致失明。那
时候真是万念俱灰。”陷入回忆的赵
珊玲眼圈红了。她说最绝望的时候，
甚至和病友一起在医院附近的马路

上练习走盲道，以备未来之需。
“后来觉得事已如此，倒不如好

好教好几年书。”赵珊玲说，跟孩子
们在一起是最快乐的，哪怕失明，也
要站上讲台。

视力刚刚控制好一点， 她就回
到了讲台上。刚开始黑板上、书本上
的大字都看不清， 她便找来一些学
习成绩好的孩子成立“小老师群”，
在她言行指点下，进行“群学、对学、
独学”。视力稍好点后，她便撑着身
体站在讲台。 为了控制病情， 她每
天需要服用中药、 西药以及滴多种

眼药水，掉发、白发，骨质疏松等并
发症接踵而来……尽管如此， 她仍
一身兼多职，既是班主任，又担任数
学、英语两门主科的教学，还当上了
副校长。

有人想帮她调到离县城较近的
镇上任教，她婉拒了。县里多次招考
进城教师， 她也主动放弃。“这是我
的家乡，我都跑了，还能指望外面的
教师到这里来吗？”赵珊玲的回答质
朴真诚。

“她带的班级成绩在整个黄泥塘
镇几乎年年第一。”说起赵珊玲，唐利
华言语里充满了骄傲。

如今， 赵珊玲的视力已经恢复
到1.0左右。让她担忧的是，学校大部
分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
孩子的成长需要老师更细致和耐
心。 赵珊玲在日记中写道： 道路弯
弯， 偏僻崎岖， 它从农村向城市延
伸， 连接农村与城市两个世界。我
啊，愿做那引路的人，将农村孩子引
向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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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失明，也要站上讲台
———记祁阳县黄泥塘镇唐家岭完小教师赵珊玲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通讯员 梁向锋

6月12日,古城凤凰。当翠翠梦想中
的花轿抬出百万巨奖，获奖者王彬高高
挥舞手中的鲜花和奖杯时，湖南摄协主
席谢子龙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015《边城》·凤凰全球摄影擂台
赛现场———这次历时2月有余的摄影
大赛， 因创造世界摄影史最高奖金纪
录而引起轰动。 作为大赛的策划者和
组织者， 谢子龙在得到绝大多数摄影
人肯定的同时，也饱受争议。

“为推高摄影作品的艺术价值，为提
高摄影师的劳动成果， 就算有所非议，
何以畏惧？”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谢子龙
写下这么一句，“还是借用陶铸先生的

‘心底无私天地宽’，来宽慰自己吧。”

谢子龙与叶文智首度合作
4月1日起， 一台由沈从文原著改

编的大型实景剧《边城》，在凤凰古城
森林剧场上演， 这部实景剧用唯美动
情的民族舞蹈演绎神秘湘西， 让观众
看见了湘西的山水， 聆听了湘西的声
音，感受到了湘西女人和汉子的魅力，
也让观众泛起了淡淡的乡愁。

同一天， 我国唯一一场为了一台
演出而设计的摄影大赛———2015《边
城》·凤凰全球摄影擂台赛也正式开
锣，擂台赛要求紧紧围绕《边城》实景
剧的相关内容进行摄影创作， 赛事为
获得钻石收藏作品的摄影佳作开出
100万元奖金。

摄影擂台赛， 由湖南省摄影家协
会联手湘西烟雨凤凰旅游演艺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 湖南摄协主席谢子龙和
烟雨凤凰公司董事长叶文智， 两人私
交甚笃。

两人在2015年的第一次合作，就
是推出《边城》大赛，并以“世界摄影史
上的最高奖金纪录” 第一时间赢得了

摄影界和旅游界的关注。
“旅游业是一个发现美、开发美、

包装美、营销美的产业。而摄影就是发
现美、营销美的直接推手。摄影人是旅
游景点的掘宝人， 为旅游景点打开了
财富之门。”叶文智这样解释此次大赛
举办的初衷。

后续影响力仍然继续发酵
2015《边城》·凤凰全球摄影擂台

赛从4月1日开赛， 到5月20日截止，短
短50天的赛程，产生了6个人气周冠军
和100件决选作品，并最终在百件作品
中产生了各等级奖项， 共发放奖金近
200万元。据统计，本次大赛参赛者共
计1664人， 投稿作品共计14124件，参
与投票的人数近600万人次。

紧凑的赛程，高额的奖金，让此次
《边城》 大赛从一开始就广受瞩目，同
时也备受质疑。 谢子龙在这些天里，

“担忧而时有心悸”。
“赛制有没有问题？”“评选出来的

作品能不能代表最高水准？”“刷票是
怎么处理的？”……每次遇到相熟的朋
友询问，谢子龙都要不厌其烦地解释。

如今，《边城》大赛已经尘埃落定，
由这场赛事引发的争论也渐渐偃旗息
鼓， 但由此产生的后续影响力仍然在
继续发酵。

作为获得百万元大奖的参赛者，
80后教师王彬就认为， 不能简单地用
艺术眼光看待这次比赛， 因为摄影不
过是营销手段， 最大的赢家还是主办
方———不管是高额奖金的轰动效应、
网络拉票的是与非、 还是对最终获奖
作品的争议，都直接地扩大了《边城》
这场演出的影响力。

可以预见的是，《边城》 大赛的成
功举办， 将成为很长一段时间摄影界
热议的话题； 它创造的世界摄影最高
奖金的纪录， 也会在摄影史上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视点

湖南日报 6月 17日讯 （通讯员
魏振军 刘洪文 记者 周怀立 ）6月16
日，“乙未年神农大帝祖庙圣驾台湾巡
境赐福”仪典圆满告竣，回銮安陛仪式
在炎陵县炎帝祖陵大殿隆重举行。

“乙未年神农大帝祖庙圣驾台湾
巡境赐福”盛典，从农历四月二十日圣
驾在炎陵祖庙起驾开始，历时十余天，
行程近万里，途经乡镇36个，奉驾巡访
台湾北、中、南神农宫庙41座。圣驾所
到之处，锣鼓喧天、车水马龙，信众夹
道恭迎、持香膜拜。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
祖， 海峡两岸同胞共尊共仰的先祖神
明。自2010年至今，由两岸共同推动，
炎帝陵连续5年举办海峡两岸炎帝神
农文化祭系列活动， 成为湘台两地重

要的文化交流平台。2013年，炎帝陵被
国务院台办正式批准为“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

鹿原青青， 古陵巍巍。6月16日晚
的炎帝陵更添几分古朴静谧。22时30
分， 赴台侍驾访问团抵达炎帝陵谒陵
广场。22时39分，回銮安陛仪式正式开
始。所有嘉宾穿过午门拾阶而上，步入
行礼亭，排列成整齐方阵。鸣金九响，
鸣炮，奏乐。在众人的注视和期待中，
护驾领导手捧圣驾从火炉上跨过，进
入陵殿， 恭请圣驾安座于陵寝大殿神
案。此时，祭祀音乐响起，敬献三牲五
谷、时鲜贡品，敬献高香，恭读告文、焚
帛书。氤氲香雾中，嘉宾们向炎帝神农
氏深鞠三躬，肃诚敬虔。礼炮、音乐再
次响起，回銮安陛仪式圆满告成。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熊龙英 李艳红

“窑湾正在被涂鸦，快来围观！”
近日， 一组湘潭窑湾涂鸦艺术的照
片迅速在朋友圈走红。 按照政府规
划， 这片老街将进行改造重建。如
今，在这片拆除中的废墟上，赫然出
现了酣睡的孩童、大红的“囍”字等
色彩绚烂的涂鸦艺术， 这条窄窄的
老街顿时沸腾了……

当老街遇见年轻的心
受主办方的聘请， 湖南工程学

院设计艺术学院的胡大虎老师担任
此次“你好，老湘潭”大型公益涂鸦
艺术展首席艺术指导， 他将和自己
曾经的学生、 如今在涂鸦届已经小
有名气的曾浩， 带领艺术学院的学
生团队一起完成展览的26幅主题涂
鸦创作。 此次涂鸦创作的内容多取
材于窑湾居民的实际生活。 年轻的
学生创作团队以天地与城市为背
景，以街巷为画架，以墙垣为画纸，
别出心裁地将以现代艺术的形式完
成窑湾的“古老叙事”。

6月14日下午，即将拆除的窑湾
老街上， 设计艺术学院艺设1204班
的程兴平、曹亚微正爬在梯子上，在
一堵被积年的雨水冲刷得泛黄的瓷
砖外墙上涂鸦， 他们正在创作的这
幅作品是动画版的孙悟空。 缤纷的
色彩，夸张的动作，新潮的街头艺术
形式与承载着湘潭历史文化的老街
窑湾呈现出巨大的反差……

100万元摄影大奖获得者
王彬为涂鸦艺术摄影

窑湾正在进行的涂鸦艺术不仅
吸引了大批的涂鸦艺术爱好者，同
时也吸引了众多摄影家前来拍摄。
刚刚获得100万元摄影大奖的王彬
就是其中的一员。

与这次涂鸦艺术的主创团队一
样， 王彬也来自湖南工程学院设计
艺术学院，他是一名摄影专业教师。

在6月12日颁发的“2015《边城》·凤
凰全球摄影擂台赛” 上， 王彬凭借
《边城印象系列(组照)》摄影作品斩
获百万钻石收藏奖。 刚刚从凤凰领
奖归来的王彬是本次涂鸦艺术活动
后期摄影宣传工作人员之一， 前期
已经拍摄和记录了部分涂鸦创作场
景以及部分作品，后期，王彬还将继
续对此次涂鸦艺术进行跟踪拍摄。
“我希望通过影像的方式完成对窑
湾的独特记录。”他说。

每一幅作品背后都有
一个动人的故事

蹲在墙角的小孩用睁得大大的
眼睛， 闭得紧紧的嘴唇无声地诉说
着童年里那些小委屈； 年轻的妈妈
背着小孩在坐板上翘盼，看不到她
的眼神， 却仿佛能听见她守望、期
待的心情；行色匆匆的人们正排队

登上公交车， 下一站是不是驶向窑
湾……每一幅涂鸦作品背后都有一
个动人的故事。

作为老湘潭记忆中最特殊的一
部分，窑湾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随着“打造窑湾历史文化街区”规划
的实施， 窑湾老街上一些建筑将拆
除重建。 而为了留住更多湘潭人共
同的记忆， 本次大型公益涂鸦艺术
的主办方将打造这场唯一的、 不可
复制的只属于老湘潭的“艺术家
宴”，希望通过涂鸦这种新潮街头文
化和传统的老湘潭文化的撞击，迸
发出新的思想火花。

“你好！老湘潭！”窑湾涂鸦艺术
将于端午前后全部完成， 在窑湾唐
兴桥至潭宝汽车站路段进行为期1
个月的展出。在这幅即将消逝的、珍
贵的老湘潭画卷面前， 或许你也会
找到属于你的独特记忆！

神农圣驾回銮安陛仪式
在炎帝陵举行

百万大奖，谁是赢家
———《边城》·凤凰全球摄影擂台赛创世界摄影史

最高奖金纪录引发议论

老湘潭的“艺术家宴”
———湘潭窑湾老街现前卫涂鸦

屈金星“诗歌万里长征”走进汨罗

6月16日 ，
祁阳县黄泥塘
镇 唐 家 岭 完
小， 赵珊玲老
师在带领学生
读课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6月16日，共青团开福区委、区教育局团委携手爱心企业，在长沙市开福区植基小学和霞凝小学开
展点亮学生“微心愿”图书捐赠活动。爱心志愿者分别为两个学校的学生们送去了图书及教学设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浣润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