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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8月25日晚8时， 由省文联、 省文
化厅联合主办,�省戏剧家协会、 省音
乐家协会、 省舞蹈家协会承办的“气
壮山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演
出” 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台上， 演员们载歌载舞， 倾情演
绎， 台下， 观众们或热烈鼓掌， 或拭
泪凝望。 一台晚会， 12个节目， 凝聚
太多心血， 寄予太多期望， 收获太多
感动。

“不仅对观众是一次教
育 ，对演员自己而言 ，同样
也是一次教育”

据晚会总导演杨霞介绍， 整台晚
会以时间为主线， 上半场节目以抗战
时期的作品为主， 下半场节目则以抗
战胜利后的新时代作品为主。

来自武警湖南省总队政治部文工
团的演员们为观众带来了大型舞蹈
《烽火英雄》、《保卫黄河》 和音诗画节

目《和平的名片》。舞台上，这些来自部
队的年轻演员们用干净利索、 有张有
弛的舞蹈动作， 演绎着那段烽火岁月
中的抗日英雄， 那一张张坚毅而神气
的脸上， 洋溢着蓬勃的朝气。

武警湖南省总队政治部文工团团
长刘俊生告诉湖南日报记者， 参演这
台晚会他觉得既荣幸也有意义。 他
说： “部队就是要有血性， 能打胜
仗。 现在部队的大部分80后、 90后年
轻人对于抗日的那段历史并不完全能
心领神会， 只是从电视剧或电影中略
有了解。 参加这台晚会， 他们用真情
实感来诠释革命先烈们不畏牺牲、 不
怕流血的精神， 不仅对观众是一次教
育， 对演员自己而言， 同样也是一次
教育。”

“永远记住这些革命英烈”
演出中， 既有斗志昂扬的激情，

也有潸然泪下的感动。
朗诵节目 《左权将军抗战家书

〈烽火连天家园情〉》 感动了现场所有
观众。 这是晚会唯一一个朗诵节目，
作者郭天柱在左权将军写的抗战家书

的基础上， 选取了左权将军回忆女儿
左太北的片段， 并反复修改了4次。
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深切思念与殷
切期盼， 这是一位战士舍小家顾大家
的民族大义。 现场， 有不少带着小孩
一起看晚会的年轻父母， 一位年轻的
母亲哽咽着说： “哪个父母不爱自己
的小孩？ 哪个父母舍得离开自己的孩
子？ 左权将军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牺
牲了自己的幸福， 这种精神太伟大
了。 我们不仅自己受到了教育， 我们
也会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永远记住
这些革命英烈。”

舞蹈 《八女投江》， 同样令人动
容。 故事原型是抗日战争时期， 以冷
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
她们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
集体沉江殉国。 牺牲时， 她们中年龄
最大的冷云23岁， 最小的王惠民才13
岁。 表演舞蹈的8名年轻演员来自湖
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舞剧团，
其中领舞的彭紫凤饰演的是年纪最小
的王惠民。 投江之际， 她仰天发出了
绝望、 撕心裂肺的吼声。 观众的掌声
持续不断。 台后， 彭紫凤告诉记者，

虽然自己很年轻， 没有经历那个年代
的痛苦， 但每次演出她几乎都会落
泪， 因为她把自己想象成了当时一个
真正的女战士。

“让现代人珍惜眼前的
幸福生活”

在下半场节目中， 《气壮山河》、
《和平的名片》、《复兴之歌》 等一系列
昭示中华儿女实现民族复兴、 共筑中
国梦理想的歌曲相继唱响， 新时代中
国人民歌唱祖国、 追寻中国梦的时代
主题也在动听的歌声中升华。 尤其是
由省文联主席谭仲池作词、 省音协主
席邓东源作曲的新作品 《气壮山河》，
歌词句句铿锵有力， 旋律层层迂回递
进， 真正让人感受到了“气壮山河”
的宏伟气魄。

最后， 在大型歌舞 《中国梦飞
扬》 热烈欢庆的旋律中， 晚会圆满落
下帷幕。 以杨霞为总导演、 兰天文为
执行导演的编导组总算如释重负。 兰
天文说： “缅怀先烈， 珍惜和平， 让
现代人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 就是这
台晚会举办的意义。”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伍实强

� � � �名片
� � � � 罗东伟， 1990年出生于新化
县油溪乡下水田村 。 爱音乐的工
科男 ， 大学期间组建了自己的乐
队， 毕业后在韶关一家国企工作。
2013年10月 ， 得知妹妹患急性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后 ， 辞职来到
长沙卖唱 ， 同时兼几份职 ， 筹钱
救妹妹 。 罗东伟的事迹被媒体关
注后 ， 许多人向他们伸出了温暖
的援手 ， “中国好哥哥 ” 的美名
也不胫而走。

� � � �故事

� � � �“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
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 祝福
我吧， 我最思念的亲人， 那就是
我向你告别的身影……”

手指弄弦， 泪眼蒙胧， 沙哑
的声音从空旷的山谷里飘向远方，
罗东伟在为妹妹弹唱 《光明》。

罗东伟说： “那些歌词仿佛
写自己， 歌词深入我心， 就像是
在唱我自己。” 8月23日， 罗东伟
离开老家外出找工作， 他向妹妹
告别。

妹妹患病初期， 罗东伟请假
带着妹妹辗转广州、 韶关、 长沙
检查。 当听到妹妹确诊时， 一家
人还是懵了。 医生说这种病可能
是无底洞， 唯一的办法是骨髓移
植， 也很可能到后面是人财两空。

“家里就我们两兄妹， 爸妈
是最朴实的农民， 而且年纪也大
了。” 罗东伟说。 此时， 他暗下决

心， 必须担当起这份责任！ 罗东
伟辞职了， 他押上自己的前程，
只为延续妹妹的生命。

压在这个瘦高个儿身上最重
的担子是筹钱， 再深的无底洞，
也要想办法堵上。 罗东伟在长沙
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当司机， 下班
后去教吉他。

懂事乖巧的妹妹在日记里这
么写着： 哥哥每天开车八九个小
时， 教课3个小时， 卖唱两个小
时， 一个月这样下来， 挣得的钱
才够我输一次血。 他常常半夜两
三点才回家， 早上6点又要出门，
我只求他每天3餐热菜热饭， 身体
健康。

“音乐给了我勇气， 音乐在
为妹妹疗伤， 每次我在妹妹病床
边给她弹一些舒缓的曲子， 她就
会很放松。” 罗东伟说。 同一个病
房的一位大姐跟一位老奶奶习惯
了每天听罗东伟弹唱， 有时候他
没去， 她们会要妹妹打电话让他
来。

地铁口的“卖唱” 声飘进了
电视， 更多人知道了这个好哥哥，
好心人的援助蜂拥而至， 才有了
妹妹去北京接受治疗的机会。

一位满头白发的奶奶， 转了两
趟公交车， 硬是塞给罗东伟一千块
钱， 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罗东伟
说： “还有很多的细节都特别特别
令我感动， 整个过程令我感动的太
多太多！”

兄妹俩骨髓配型， 最终罗东
伟的呈阳性， 不适合捐献。 罗东
伟痛哭流涕， 妹妹却很冷静， 她
要捐出自己的器官。

罗东伟说： “临终前夜妹妹
跟我说， 没来得及去报答帮助她
的人， 希望以这种方式永远地活
在我们身边， 也把爱传递出去。”

病魔无情地摧残妹妹的身体，
连她的遗愿都无法实现， 家里还
欠下80多万元债。 罗东伟觉得能
做兄妹是缘分， 花样年华的妹妹
受了太多苦， 为了这份缘， 不管
多难都要全力以赴， 尽自己最大
的能力， 不给自己留遗憾。

重整背包， 一个坚强的男子
汉慢慢从悲痛中走出， 他说要给
妹妹写首歌， 还要去感恩这个社
会， 感恩这个有爱的世界。

邓晶琎

3年前，144个年轻人共同出资60
余万元，在长沙的解放东路创办“很
多人咖啡馆”，只为一圆创业梦。 由
于该咖啡馆长期不能盈利， 发起人
近期已决定转让店面。 而另一家有
着102名股东的印象湘江餐厅， 自去
年创办以来，股东已每月实现分红，
本月底有望增开至4家。

这两个餐饮项目， 都搭上了近
年在国内非常流行的 “众筹 ”快船 ，
可结果却有人欢喜有人忧。

众筹，即面向大众筹钱。 自该模
式从国外引入后，一直被冠以“助人
圆梦”的美好头衔。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时代，众筹确实为不少中
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最便捷 、快

速、透明的筹资平台。 众筹项目怀揣
的“理想主义”情怀，更让许多草根创
业者为之心动。

然而，众筹真的只是凑份子这么
简单？

放眼众筹这片海洋，长沙的“很
多人咖啡馆” 并非个例。 “许多人”、
“人民公社”、“Her Coffee”等众筹咖
啡馆创办最初看起来都很美：几十个
朋友，每人出几千块钱，为了共同的
理想走到一起。 但它们的结果也如
出一辙：正在成批次消失。究其原因，
长沙“很多人咖啡馆”发起人杨可名
总结： 股东众多引发内部矛盾分歧，
导致工作效率愈加降低。

相比之下，印象湘江餐厅则化解
了“众口难调”的矛盾。该餐厅的众筹
股东以70后、80后为主， 多半为较成

熟且熟悉相关领域的企业高管、个体
老板和中小企业主，社交圈广，客源
多。股东们在一个执行力强的发起人
带动下， 按照约定的商业规则办事，
自然事半功倍。

所以， 众筹不是简单的凑份子。
那些不愿花时间去了解行业， 抱有
不切实际幻想， 试图坐享其成的小
伙伴， 怎么可能和你一同实现商业
梦想 ？ 众筹也并非所有人的天使 。
即便是全球最大的众筹网站 kick鄄
starter， 其过去5年的项目成功率不
足5成。

众筹只是创时代的风口，能飞起
来才是真本领。 创业者必须找到真
正有效合作的伙伴，并有效提升每个
参与者的积极性， 合理进行利益分
配，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周
月桂） 印度（旁遮普邦）———中国
（湖南省） 商务投资论坛今天在长
沙举行。 旁遮普邦素有“印度粮仓”
之称，印方代表团在论坛上介绍了
旁遮普邦的特色产业及投资政策，
邀请湖南企业前往投资兴业，其招
商引资项目以工程机械、 农业、再
生能源等为主。

据省商务厅介绍， 近年来，我
省与印度经贸合作十分紧密，一批
优秀的湖南企业在印度投资兴业，
目前， 我省在印度共设立企业15
家，投资额累计1.5亿美元。

旁遮普邦是印度西北部一邦，

拥有印度最好的基础设施， 经济
以农业和小型工业为主， 是印度
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和优质棉花产
地。 旁遮普邦工业和商业部部长
拉尔表示， 湖南在装备制造、 轨
道交通、 能源开发、 路桥房建、
矿业、 农业、 生物制药等领域具
有优势， 这些都是旁遮普邦重点
关注的产业， 希望与湖南企业深
入合作。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表
示， 从双方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空
间来看， 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在今天的论坛上， 长沙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印度旁遮
普邦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湖南日报记者 秦慧英

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
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令世人震惊。事故
目前已进入各种善后阶段， 车险、寿
险、意外险、家财险等保险理赔事项也
在紧张进行。 从各大保险公司公布的
数据来看，车险、寿险等理赔量巨大，
但投保家财险的却寥寥无几。

普通百姓对家财险不重视
所谓家财险， 即家庭财产保险的

简称，凡存放、坐落在保险单列明的地
址，属于被保险人自有的家庭财产，都
可以向保险人投保家财险。

国外家财险是仅次于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险的第二大普及险种， 但国内
对此意识薄弱。

“我们的数据显示，湖南家财险投
保率不足10%。 ”平安财险一位业务员

表示， 普通百姓对家财险的重视程度
远远不够。

用较低的保费， 就能保障财产的
安全，为何家财险投保率不高？湖南保
险行业协会秘书长曹瑞华表示， 目前
车险、寿险等发展较为成熟，且举证索
赔也相对简单， 市民有什么事大多会
想起这些险种； 而家财险本身却存在
一定局限，比如珠宝、字画等财物，需
要审查鉴定才能投保， 不利于大面积
铺开。

事实上，一份普通的家财险，投入
非常小。根据中国平安官网报价，投保
房屋100万、装修20万、室内财产5万，
附加4万元的盗抢险， 一年下来才225
元。如有需要，还能附加水暖管爆裂损
失险、家养宠物责任险等。

保险专家表示，家财险能防火、防
盗、防意外，在自然灾害、事故等各种
风险因素越来越多的今天， 一份家财

险理应成为必备。

如何选最适合的家财险？
为了提高家财险的投保率， 近年

来， 市场上推出的家财险种类可谓琳
琅满目， 家庭财产的保障范围也在不
断扩大。 那么， 如何才能选择最适合
的家财险呢？

记者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的家财
险主要分为保障型、 两全型和投资型
三种。

保障型家财险是最单纯的具有经
济损失补偿产品， 与车险投保类似，
主要针对因火灾爆炸、 自然灾害、 意
外事故等造成的家庭财产损失。 不
过， 市民可根据自身需求， 将家庭雇
佣责任、 家庭成员意外伤害等灵活组
合， 作为附加险购买。 这类保险保费
较低， 但只有在发生保险损失时才能
获得赔偿。

两全型家财险是指居民通过向保
险公司交纳保险储金的形式获得保险
保障。 这一保险与普通家财险基本相
同， 不过在被保险人的财产遭受自然
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损失时， 既能得
到及时的经济补偿， 而且在保险期满
时，不论损失赔偿与否，都能足额领回
原来交付的保险储金。不过，值得提醒
的是， 两全保险到期给付金额收益不
及银行储蓄，不能单纯当作投资。

投资型家财险的主要方式是保障
加投资， 除了具备传统的保障功能
外， 收益率都能与银行利率联动且高
于同期银行利率， 但保费相对也较
高。

保险专家提醒， 每个家庭财产都
有自己的特点， 应根据其不同特点、
投资偏好， 以及房屋周围情况等， 选
择不同的产品， 用最合理的投入获得
家庭财产最大的安全保障。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乔生 ）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文物局获悉， 宁乡县
在开展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过程中，
发现了抗战胜利后接受驻宁乡日
军投降的当地代表陈敦和的墓。

陈敦和墓位于宁乡县道林镇
盘龙村。 墓葬坐东北朝西南， 由
墓围、 墓碑、 墓冢构成。 墓围原
为麻石质地， 上世纪60年代被毁，
其后裔于1986年进行重修， 改为
砖混结构。 墓碑阴刻“抗日将领
陈敦和之墓”。 专家认为， 陈敦和
是宁乡抗战胜利的亲历者， 陈敦
和墓的发现， 对于研究宁乡乃至
湖南抗战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陈敦和 （1894—1947）， 宁乡
道林人。 1920年进入湖南陆军讲

武堂学习 （与彭德怀同学）。 1926
年初参加北伐战争。 1931年任陆
军22师少将师长。 1937年10月任
南京警卫旅旅长， 参加南京保卫
战。 1944年回宁乡组织抗日自卫
总队。 1945年1月至1946年2月，
任宁乡县县长。 1947年8月病故。
因生平乐善好施， 致毫无积蓄，
幸得方先觉等赞助方得入葬。

据考证， 1945年芷江洽降结
束后， 时任宁乡县长的陈敦和电
令日军驻县城8012部队荒木贞夫
派代表到仙凤乡银花桥洽降。 当
年9月4日下午， 日军“复兴部宁
乡分所” 所长陆军少尉中谷金三
向陈敦和献交日本 《宁乡县政务
移让证书》 和 《宁乡县建造物引
继书》。 9月11日， 最后一批日军
被驱逐出境。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刘敦平 兰志荣） 记者今天从
省审计厅获悉， 国土整治专项资金审
计近日启动， 6个审计组共44人分赴
审计现场。

据介绍， 此次审计重点对安仁、
涟源等7个县2011年至2015年5月中央
财政、 地方财政安排国土整治专项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通过
“资金” 与“项目” 两条主线， 揭露和
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此次审计重点关注四个方面：
土地管理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包

括土地整治统筹规划、 耕地占补平衡
政策、 “占优补优” 政策等落实情
况。

土地整治“十二五” 规划任务完
成情况。 调查各县对土地资源进行开
发、 利用、 保护等基本情况。 审计耕
地后备资源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要求， 揭示是否存在违规开发、 毁
林造地现象， 以及毁林造地后又实施
退耕还林的问题。

国土整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情况。 审查分布在国土、发改、水利、农
开办等部门土地整治专项资金使用和
项目实施管理情况。 检查资金使用是
否存在撒“胡椒面”问题；调查是否按
进度拨付资金，有无滞留、抵扣、自行
调整支出预算等问题； 审计资金管理
是否规范、使用是否真实。

国土整治项目的实施管理情况。
重点关注项目库建立管理、 建设程序
执行、 项目招投标、 合同执行、 工程
质量管理、 新增耕地使用等情况。

审计专家介绍， 此次审计将采用
地理信息、 大数据分析等多种先进的
技术方法， 通过地理图斑和开发项目
坐标信息进行关联比对， 有效发掘线
索， 提高审计效率。

再为妹妹弹一曲

新常态 新商务

“印度粮仓”来湘招商

国土整治专项
资金审计启动

看资金使用是否真
实、项目实施是否规范

缅怀先烈 珍惜和平
———“气壮山河”文艺演出侧记

曾任宁乡受降代表

宁乡发现抗日将领陈敦和墓

谈经论市

众筹，不只是凑份子

经济视野 湖南家财险投保率不足10%———

事故意外频发， 家财险你买了吗？

8月25日上午，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负责人来到长沙市开福区交警二中队，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一线执勤岗
位的交警， 并给他们送来了防暑降温物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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