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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自2000年,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永久落
户湖南，并在长沙举办首届，至今已相继举
办十一届。

敢为人先的湖南电视人，用实力展示了
办节水平。今年的金鹰节，更有意思！

办“有意思”的晚会
10月14日至16日，3天，72小时，5大主体

活动（开幕式暨文艺晚会、GEC金鹰电竞体育
盛典、互联盛典、金鹰论坛·第28届中国电视金
鹰奖优秀电视剧作品研讨会、颁奖晚会暨闭幕
式），令人欣慰，过去的72个小时吻合了人们的
期望。星光灿烂、大气隆重的晚会庆典，强强联
手、默契自如的全媒体直播，热情洋溢、始终支
持的芒果粉丝，创意十足、出奇制胜的强力策
划……“金鹰”话题持续占据各大门户网站热
搜榜，这些现象，无一不验证着中国金鹰电视
艺术节这个中国电视人的盛大节日，依旧生机
勃勃，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面对观众越来越挑剔的目光，湖南电视
人使劲浑身解数，群策群力，力求办“有意
思”的金鹰节晚会。他们除了在美轮美奂的
宏大场景，扣人心弦的精彩节目之中绞尽脑
汁之外，中国文化特色的凸显也令人耳目一
新，譬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而精心编排
的红色主旋律歌舞，与摇滚结合而焕发新光
彩的传统民间戏曲， 惊险刺激的科学奇幻

秀，港台明星的倾情加盟……
越是难关， 越是激发湖南电视人的斗

志，这才有了电视湘军的声名鹊起、电广传
媒的勃兴、芒果TV的崛起。

敢于跨界尝试
中国的第一台电视诞生于1958年。距

今，58年。
如今，互联网、直播风靡全球。强劲的对

手步步逼近，竞争的战鼓声声催人，电视，如
何应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各自为战？还
是合纵连横？

金鹰节， 给出了湖南电视人的答案。且
不说那多场晚会中强强联手、默契自如的全
媒体直播，弹幕、微信摇奖、直播点播……湖
南电视人，早已向新媒体敞开了怀抱，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最好玩的“互联盛典”就是
传统电视媒体融合新媒体的行业典范。

嗅觉异常灵敏的湖南电视人，这次把触
角伸向了还未被大多数人所熟知的“电竞”
行业， 举办了首届“GEC金鹰电竞体育盛
典”。原来，电竞不仅仅只是电子游戏，它还
是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一项体育运动。作
为第十一届金鹰节新增主体活动之一，这届
金鹰电竞体育盛典集合了金鹰电竞大赛、金
鹰电竞体育颁奖盛典、金鹰电竞嘉年华三大
内容主体，力邀包括王思聪在内的众多位电
竞行业佼佼者出席盛会。

将金鹰电竞体育盛典打造成为首个电

视跨界电竞行业的晚会，这种敢于尝试的胆
识，大概也是湖南电视人的特质吧。

幕后人员齐亮相
一部优秀的电视剧， 首当其冲想到的，

是剧中的主要演员。编剧、导演、美术指导、
音乐制作……幕后的工作人员，往往埋没在
演员的熠熠星光下。

金鹰节，这个中国电视人的盛会，没有
忘记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一人群：《伪装者》
编剧张勇、《花千骨》编剧果果登上开幕式
舞台，与观众分享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创作
艰辛；金鹰论坛（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优秀电视剧作品研讨会） 为最佳摄像、最
佳美术、最佳照明等颁发荣誉奖项；李雪
健、郑晓龙、高成生、郑方南、王琛、周丹等
多位获奖专家在论坛现场发表精彩感言，
为创作出更多电视精品建言献策；闭幕式
晚会，最佳导演奖颁给《芈月传》导演郑晓
龙，最佳编剧奖颁给《平凡的世界》编剧温
豪杰……

属于电视人的金鹰节，为这些耕耘艺术
的幕后工作者奉上了最骄傲的荣誉；活动现
场的忠实观众，为这些耕耘艺术的幕后工作
者献上了最热烈的掌声； 爱好电视的所有
人，也对这些耕耘艺术的幕后工作者致以最
诚挚的敬意。

属于电视的“金鹰”，将越飞越高；热爱
观众的“电视”，将焕发新的生机！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刘刚魁 陈昆仑

10月16日，秋高气爽，一位75岁老人来到
慈利县龙潭河镇，将一宣传横幅挂起后，就吹
起了自制的“土渔鼓筒”，讲起了自编的普法
顺口溜。他就是张辉明，义务普法25年的他将
身影留在慈利县的大街小巷和山间地头。
2014年， 他站在了“湖南最具影响力法治人
物”的领奖台上。

从“一五”到“六五”，全民普法已走过整
整三十年历程。法治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滋润
三湘大地。

干部学法，依法行政走向深入
为政者须率先奉法。当前，我省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考法正如火如荼进行。据统计，公职
人员今年学法考试人数达到100万人次，学法
用法渐成自觉。

“六五”以来，我省坚持把领导干部作为
法治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 将学法用法情况
纳入公务员年度考核和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
年度述职内容， 把述法与述职述廉工作同部
署、同推进、同考核，促使广大领导干部的法
治观念和法律素养不断提高。

岳阳市建立健全各级党委、 各部门中心
组集体学法制度， 每年把法律知识纳入党委
（党组）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做到“四有”（有
制度、有计划、有考勤、有记录）、“三落实”（时
间落实、人员落实、学习内容落实），保证了
市、县（市、区）领导干部学法的实效性。

郴州市将述法列入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考
评的重要内容。“六五”普法期间，市、县（市、
区）和市直单位（部门）开展法律知识辅导讲
座达1340场次。全市11个县（市、区）政府都建
立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市直行政执法单位
全部聘请了法律顾问，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津市市委常委会坚持“会前学法”学习制
度，利用每次常委会前半小时，学习一个方面
的法律知识。研究问题先学法、制定决策遵循
法、解决问题依照法，已逐渐成为该市各级领
导干部的共识。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有效提高了政府
依法执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
能力和水平。

法律“六进”，普法宣传入户入村
9月19日上午，我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周在长沙市第六中学启动， 一场向校园暴力
说“不”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在全省范围迅速拓
展开来， 全省500多所中小学近20万名学生

共同承诺： 成为友爱互助、 遵纪守法的好学
生。

“六五”普法以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群
众性法治宣传主题活动， 开展一系列的送法
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法律“六
进”行动，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强。

2012年，邵阳市在全市开展市（村）民法
治学校建设工作。 到2015年底， 全市已建成
4000余所法治学校，基本实现村、社区法治
学校全覆盖，并解决了“谁来上课，谁来听课”
的问题。3年来， 全市法治学校授课超过7万
堂，直接受教育群众累计达300万人次，法治
学校已成为该市普法惠民的一项基础性工
程。

5年多来，我省一系列制作精良的法治类
节目与观众见面， 一大批法治文艺宣传队伍
走进社区、乡村进行演出……电视、电影、栏
目剧等法治文化作品已成为群众学法用法的
重要窗口。全省建成法治公园、法治广场、法
治长廊258个，法治主题街道、展馆108个，法
治教育基地176个，全社会法治氛围进一步浓
厚。“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更成为大众普法的
新阵地。 据统计， 目前我省已创办普法网站
500多个， 普法官方微博、 微信2000多个，
6000余万人次在线围观。

百姓用法，让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普法教育如同无声的春雨， 将法治精神

浸润到群众心间。 从知法学法到自觉用法，5
年来，“遇事找法”、“依法维权”的理念在群众
中蔚然成风。

蓝山县毛俊镇毛俊村成为我省“依法善
治”的榜样。因循着法治，小小山村尝到了幸
福和谐快速发展的滋味。 村党支部书记廖仁
旺介绍说， 毛俊村以前是个失控村，5000人
口的村庄，形成了两大帮派，是个典型靠“拳
头”、不讲法的地方。2005年以后，廖仁旺上任
之初烧了“第一把火”——— 邀请法治专家上
门办班，开展以普法为重点内容的讲座，并根
据相关法律， 重新修订了村里27条《村规民
约》，让全村百姓信服。如今，村里大到重大项
目建设，小到一瓶水的开支，事事有章可循。

近年来，我省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上访、进
京上访案件逐年减少，反之，民事诉讼大幅增
加， 一减一增表明了全省法治化水平大幅提
升。“六五”普法以来，全社会法治进程加快，
法治先进城市、法治先进县（市、区）创建覆盖
率达到100%。

今年是“七五”普法的新起点。省司法厅
厅长谈敬纯表示，随着普法工作的持续深入，
法治精神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法治信仰将得
到进一步坚定，法治的光芒将照耀三湘大地。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盘林）“我是姑姑，你们不要拘
束，我是来寻亲的……” 今天，耿飚将军
之女、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教授耿焱， 来到道县寇公街居民蔡绍华
家，拉着蔡绍华的手嘘寒问暖。

今年9月17日，《湖南日报》在头版刊
发通讯《撑船渡河迎红军》，讲述了1934
年11月17日傍晚， 红四团日夜兼程赶到
与道县县城一水之隔的水南村。 地方保
安团拆除浮桥， 红军无法渡河。18日清
晨，蔡绍华的爷爷，该县寇公街时年21岁
的蔡如燕和表哥黄玉祥、“老庚” 王志生
等，冒着生命危险将浮桥撑到河对岸，帮
助红军顺利过河。1991年，当年的红四团
团长耿飚给蔡如燕写来一封亲笔信的故

事。报道刊发后，耿飚之女耿焱，一眼就
认出这封信出自自己父亲之手。于是，有
了这次“寻亲”之旅。

耿焱的话， 立即让现场气氛活跃起
来。耿焱与蔡绍华夫妇谈起从父亲口中得
知的当年红军长征在道县的往事。当得知
蔡如燕事后不仅被当时的伪政府抓入牢
中，还差点失去生命，耿焱紧紧抓住蔡绍
华的手，连声说谢谢。后来，耿焱一行来到
道县中医院，看望了正在住院的蔡如燕之
子、蔡绍华的父亲，嘱咐他保重身体。

在道县古城门前的红军渡， 耿焱沿
着父亲的足迹走了个来回， 还参观了红
四团当年的临时指挥所。下午，耿焱一行
凭吊了陈树湘烈士墓，还参观了红军墙、
湘江战役指挥部。

范仲淹国际学术大会
在岳阳召开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
员 尹明伟） 第六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大会
10月15日至16日在岳阳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
200多位学者、专家参加了学术大会。全国政协
委员、海军原副政委范印华中将，中国范仲淹
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范国强出席。

为纪念《岳阳楼记》诞生970周年，中国范
仲淹研究会、岳阳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大学历史
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本届国际学术大会。本
届主题是“《岳阳楼记》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大
会设1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 范印华在讲话中
指出， 北宋著名思想家范仲淹写下千古名篇
《岳阳楼记》，不仅是一篇中国古代散文的巅峰
之作， 还是一篇包含着思想内涵的新儒学美
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新儒学思想的核心
内涵。

两天的议程中， 共推出100余篇学术交流
研究论文。2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参与
点评。

金鹰，越飞越高
———第十一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综述

春风化雨润三湘
———我省“六五”普法成果综述

� � � � 10月12日下午，郴州市湘南学院附小刘丹老师在展示阅读教学优质课《空城计》。12
日至13日，全省阅读教学优质课展示研讨活动在长沙市雨花区黎郡小学举行。

谭云霞 摄

优质课展示

湖南休闲农业
稳步发展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余蓉）近日，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研讨会在长沙
召开。来自农业部科教司、中国美丽乡村研究
中心、湖南省农委、全国各农业高职院校等相
关领域的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共60余人
出席会议， 共同就休闲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等展开研讨。

休闲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产物。据
统计，2015年我省休闲农业产值达248亿元，从
业人员达79万人。据了解，我省已成立以湖南生
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的湖南现代农业职业
教育集团，在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资源开
发等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82年后的“寻亲”之旅

� � � � 10月16日，耿飚将军之女耿焱（前中）与蔡如燕之孙蔡绍华（前右一）走过道县
红军渡的浮桥。 盘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