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彭力 周恬静

7月12日， 共青团湖南省委在长沙为韩
国组合EXO中国成员张艺兴颁发聘书，正式
聘请张艺兴担任湖南省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
大使，并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将积极参与共青团宣传工作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我是长沙人，我又
回来了！”媒体见面会现场一开始，张艺兴用
长沙话向大家打招呼。

张艺兴，1991年出生在长沙的一个书香门
第， 曾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08年
通过选拔成为韩国娱乐公司S.M旗下练习生。
目前是韩国组合EXO中唯一一名中国成员。

谈到此次担任推广大使，张艺兴坦言，自
己一直在参与公益， 但担任推广大使还是第
一次，将积极参与到共青团的宣传工作中去。

“我一直很想做公益，只要有时间，就不落下
我能做的公益。”

活动现场， 张艺兴代表粉丝向城步苗族
自治县丹口镇中心小学、 乐安铺苗族侗族乡
联丰学校、武冈市双牌镇四龙小学、关峡学校
等9所邵阳贫困小学捐助了益心书屋。

媒体提问环节，主持人问到“此刻最想唱
的歌是什么？”张艺兴回答：国歌。然后带领大
家唱起了国歌。

张艺兴告诉记者， 自己将围绕创新中国
梦及共青团湖南省委专项工作拍摄平面宣传
海报，用于湖南省共青团宣传工作的推广。海
报将于近期在长沙地铁、校园内陆续推出。

扮演的“二月红”，蹿到了热搜
榜第一名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唱清

平梨园曲， 舞霸王别姬梦。7月4日，《老九门》
开播，张艺兴扮演的长沙戏剧名伶“二月红”
一亮相，就惊艳全场。

《老九门》 改编自南派三叔的同名小
说，由陈伟霆、张艺兴、赵丽颖领衔主演。戏
中，“老九门” 指的是老长沙的九个盗墓世
家，分为上三门、平三门、下三门。上三门相
当于专业考古人士，平三门为盗墓贼，而下
三门负责销赃。张艺兴扮演的“二月红”属
于上三门。“二月红” 很受观众喜爱。《老九
门》热播，“二月红”一下蹿到了热搜榜的第
一名。

“转身回眸，陌上公子，温润如玉。” 同
名小说中，“二月红” 是长沙出了名的美男
子。在张艺兴眼中，戏中的“二月红”，白天
唱戏，晚上倒斗（盗墓），可以用三个词概
括：“完美得不存在”，“深爱妻子”，“悲剧动
人”。

在张艺兴看来，“二月红” 非常帅气，个
性、武功、身世，要什么有什么，完美到像是在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他深爱着一个他救回的
女孩丫头，为爱成痴。他每天都给丫头唱戏，
直到丫头因病去世。他很喜欢海棠花，因为他
觉得这花很配丫头。

“越是相信的东西越让他失去，越是执迷
的东西越让他得不到，但他依然坚持，他的一
辈子也就成为了一个悲剧， 可是悲剧也更能
打动人，不是吗？”张艺兴感叹道。

火苗再小，也要反复地燃烧

“努力努力再努力x”， 这是张艺兴的新
浪微博名字, 向1940万微博粉丝传递了张艺
兴的一个信念： 只有不断努力才能不断达到
新的高度。

在《老九门》之前，6月23日，张艺兴与孙
红雷搭台出演的另外一部热播剧《好先生》刚

刚收官。
《好先生》讲述了由孙红雷饰演的旅欧米

其林三星厨师陆远，在一场意外车祸后携好友
女儿回国，与新欢旧爱及一系列的人事产生情
感纠葛的故事。张艺兴饰演钟爱厨艺的追梦青
年小蔡，是陆远的忠实崇拜者，一心想归入他
的门下。

谈及小蔡这个角色，张艺兴表示，这个角
色和自己很像， 现实中的张艺兴跟小蔡一样，
都很“轴”，一根筋，也会经常遇到烦心事，但努
力奋斗，是有梦想的热血青年。“火苗再小，也要
反复地燃烧。”

2015年4月成立了工作室之后,张艺兴马不
停蹄，先后参加了真人秀《极限挑战》,又出演了
电影《从天而降》,电视剧《好先生》、《老九门》。

“上一次休息是在什么时候？”听到这个问
题，张艺兴一愣：“假期？没有，怎么会有？休息
一天，没有工作的情况倒也有，但也只是从一
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男人嘛，趁着年轻打
拼嘛，不然呢？”

担任推广大使的消息微博阅读量
超过2亿

据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8日， 湖南
共青团推出“聘用张艺兴为形象宣传大使”的
话题，到7月13日，该微博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
2亿，相关话题达到21.5万个。

“能以年轻人喜欢的偶像来正确引导青
年，服务青年，是共青团的创新之举。”该负责
人介绍，之所以选择张艺兴，是因为他谦逊努
力的形象阳光正面，在青年群体中有较大影响
力。这次是湖南共青团首次邀请知名艺人担任
宣传工作推广大使，开创了全国省级共青团系
统起用明星代言的先河，是湖南共青团重新用
青春的眼光定位青年，用互联网的思维传播正
能量而做的一次改变。

此刻最想唱国歌
———长沙伢子张艺兴获聘湖南共青团宣传推广大使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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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昌忠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
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
青年的热情和奉献，洋溢着对青年的关注、关
心、关爱，也对青年寄予了殷切期望。

青年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力军。中国共产
党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
程中诞生，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作为新文化运动
兴起的标志，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蔡元培
改造北京大学都是因为关注青年、 面向青
年、倚重青年。中国共产党由一群热血革命
青年创建，参加党的一大的13名党代表平均
年龄不到28岁。建党95年来，无数优秀青年
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
革实践，“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
青年的热情和奉献”。 中组部发布的最新统
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
员总数为8875.8万名， 其中，30岁及以下党
员 1375.2万名， 占 15.5% ；31至 35岁党员
879.2万名， 占 9.9% 。2015年共发展党员
196.5万名， 其中， 发展35岁及以下党员
160.8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81.8%；发展
学生党员 71.8万名， 占发展党员总数的
36.5%———这样的党员结构， 足以说明青年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希望所在，中国
共产党始终对优秀青年有着强大吸引力，同

时使我们对于党能够始终保持向上活力和
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充满信
心，对于党能够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充
满信心。

青年是党的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青年一
代怎样才能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
书记寄语青年：“全国广大青年要深刻了解近
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
历史和伟大历程， 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
走，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
献者，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
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广大青年只有深刻了
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走过的波澜
壮阔的历史进程及其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才能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时刻以祖国、人民、
民族为念，勇做时代弄潮儿、积极成才立业，
才能铸就美好的无悔青春。“今天青春是用来
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总书记的
话是那么可亲、可敬、可信！

青年需要关注、关心、关爱。自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直接领导或通过共青

团组织领导青年，对广大青年给予亲切关怀和
热心指导。青年朝气蓬勃，被社会寄予厚望，但
同时也要面对成长的烦恼和困难。中国正快速
走向现代化，社会充满竞争，青年在成长过程
中承受着教育、技能、就业、创业、婚恋、家庭、育
儿、住房等多方面压力，而他们所掌握的社会
资源又相对有限，因而“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
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做青年朋友的
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
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青年发展的公共政
策日渐完备，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制
定实施青年发展规划， 营造良好成长成才环
境”。 十三五青年发展规划将作为我国首个全
国性青年政策纲领，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
化轨道。

湖南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
综合性大学，像其他兄弟院校一样，是优秀青
年学子荟萃之地。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讲话精神，我们信心百倍，将一如既往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加快“双一流”建
设，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
导师）

青年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

湖南宾馆原总经理欧爱国被依法逮捕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于振宇)

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7月12日，该院
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湖南宾馆原总经理欧
爱国（副厅级）决定逮捕。

扶贫村里创文明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张敏

怀化市交通局干部李沅东，2010年参
加驻村扶贫工作， 走到哪把文明创建抓到
哪，先后在会同、沅陵创建了3个省、市级文
明村。

7月12日， 记者见到了今年59岁的李
沅东。 他谈起文明村创建对扶贫工作的作
用，道理一套一套：“抓文明村创建，就是帮
贫困群众开窍，为扶贫工作开道。”

去年， 李沅东驻沅陵县明溪口镇袁耳
坪村扶贫。当年9月，联村后盾单位领导等
来村里调研，刚进村，一位村民因黄豆被偷
骂骂咧咧，还在墙上写下骂人脏话，让李沅
东和村干部很尴尬。

领导走后， 李沅东和村里党员干部都
觉得抓文明建设非常重要，否则，再好的扶
贫措施都是空谈。于是，一场争创怀化市文
明村的“荣誉赛”在村民中展开。

倡导新民风，是开展文明创建第一步。

村里成立民风纠察队， 专门负责监督不讲
良心、不讲诚信、不讲孝心、不讲团结的言
行， 定期召开村民大会， 当众表扬好人好
事，批评歪风邪气。

同时，想方设法添置环卫设施，改善人
居环境，实行村民房前卫生“三包”责任，定
期评分，公示家庭卫生等级。还在全村评选
文明先进典型，涌现了一批“好婆婆、好媳
妇”、“文明卫生光荣户”等。

“文明创建让村民观念有了大转变，现
在人人争当文明户，修路、架电线、改水、办
产业，扶贫工作一个月一个样。”讲到村里
变化， 李沅东满脸兴奋， 一口气讲了几个
“意想不到”的故事：

袁耳坪村地处沅陵借母溪旅游线，先
前游客从村前路过，猪圈牛栏横七竖八，村
民生活垃圾随手甩。开展文明活动后，大家
自觉拆栏移圈，空出道路，栽花种树，而且
户户争当环卫标兵。村里干净整洁，游客纷
纷进村观赏。

7月13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清水塘社区，工作人员在介绍红色服务站的
相关情况。当天，该社区红色志愿服务站建成投入使用，辖区内的7支红色志愿服务队、7
个帮帮团，从此有了活动“根据地”。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红色服务站

（上接1版）
得救的男孩姓任，今年12岁，印江合水

镇新槽村人。“他救了我小孩，自己却失去
了生命，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敬意。 ”获救男
孩的父亲任廷勇感激地说。

印江干群敬重英雄
邵东青年石奇兵勇救溺水小孩不幸牺

牲的消息， 迅速在梵净山下的印江城乡传
开。 人们纷纷点赞，并表示痛惜和哀悼。

“一个人，点亮一座城；一个人，感动全
城人。好人奇兵，含笑九泉！” 网友“温柔不
是姐的范”在贴吧感慨道。

得知情况，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田艳第一时间要求有关部门， 积极
主动做好救人英雄石奇兵家属的安抚等善
后工作。

7月9日，田艳率县四大家领导和相关
部门负责人，看望慰问石奇兵的家属。田艳
说， 石奇兵为救溺水少年而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他的英雄壮举令人感动。印江人
民将永远记住他。

印江干部群众敬重英雄， 纷纷为石奇
兵的父母送去慰问金， 并自发前往殡仪馆
献花吊唁。

7月11日下午， 石奇兵遗体告别仪式

在印江殡仪馆举行。 印江在家县领导前往
吊唁。 印江还授予石奇兵“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称号。

家乡人民引以为傲
同时，在邵东县，石奇兵异乡救人牺

牲的事迹迅速传开。
“邵东人，好样的！ 两年前，邵东青年

李炼在贵州救人牺牲；如今，石奇兵又为
了救人献出了生命。他们是邵东的骄傲！ ”
积极为石奇兵家属组织捐款的邵东县义
工联合会会长赵威说。

邵东县委书记、县长沈志定获悉，当即
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善后救助工作。

英雄魂归邵东时，当地自发赶来的长
长的车队一直护送他回到其家乡宋家塘
街道刘桥村。

灵车缓缓驶进村口，许多乡亲抑制不住
悲伤，痛哭起来。 村支书蒋松云说：“我们村
出了一个英雄，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

“哥哥一直乐于助人，村里人有困难
都喜欢找他帮忙。 他平时生活节俭，一年
舍不得买几件衣服穿，只想把省下的钱拿
来孝敬父母和奶奶。 哥哥本来打算年底结
婚的，可是……”说起哥哥石奇兵，弟弟石
行兵悲痛不已。

救人英雄感动两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