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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 秋收起义90周年。 一场主题为“潇
湘军旗红” 的故事音乐会即将播出。

7月23日， 湖南日报记者探班故事
音乐会彩排现场， 听总导演李思讲述台
前幕后的故事。

首次加入朗诵与视频 ，
讲湖南特色的建军故事

乐声， 时而雄浑， 时而柔和； 朗诵
者， 声情并茂， 娓娓道来； 舞台正中的
屏幕上， 历史照片与物件、 电影画面交
替出现。 视觉听觉的双重演绎， 把人们
带回了90年前的峥嵘岁月。

一代伟人毛泽东， 3位元帅、 6位大
将、 19位上将、 15位军事家， 200多位
湘籍开国将帅， 40多万名湘籍红军， 数
百万名革命军民奋勇向前……人民军队
保家卫国的光辉历程， 在湖南尤为光彩
夺目。

“这是一场独具湖南特色的故事音
乐会， 讲湖南英雄和湖南故事， 歌曲的
创作者很多是湖南人。” 紧张排练的间
隙， 李思向记者详解本次故事音乐会的
创作思路。

不同于往年的音乐会， 今年的演出
叫“故事音乐会”。 李思带领的创作团
队认为， 单纯的音乐不足以表现90年的
厚重历史和动人情怀。 因此， 他们大胆
创新， 加入朗诵和视频， 希望带给观众
身临历史之境的丰富感受。

演出形式确定， 短短90分钟， 如何
展现波澜壮阔的90年？ 经过艰难的取
舍，导演组最终确定了以时间顺序为轴，
突出湖南在这段历史中的闪光点的思
路，即紧扣“潇湘军旗红”主题，将演出分
为《序曲》《第一乐章：第一忠诚》《第二乐
章：第一道路》《第三乐章：第一军规》《第
四乐章： 第一使命》《第五乐章： 第一方
阵》《尾声》。

交响乐《红旗颂》展现了中国人民在
红旗的指引下， 奋发向上的革命气概；
故事朗诵 《通道转兵 中国转运》 回顾
了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一幕； 故

事朗诵《半床棉被》，讲述了徐解秀老人
与3位女红军的军民鱼水情； 女声独唱
《妻子》，道出了军人家属的默默奉献；抗
洪，扶贫，人民子弟兵时刻《同人民在一
起》； 故事朗诵《用生命礼赞“每秒亿
次”》， 则揭秘了科技兴军历程中的艰难
与感动。

核实史料查阅上百本书，
冒着酷暑坚持排练

湖南遭受特大洪灾， 广大军民合谱
了雄壮的“抗洪曲”。 7月12日， 暴雨倾
盆。 7月13日凌晨1时多， 李思和团队总
结完当日工作， 6时从长沙出发， 到益
阳记录奋力抢险的官兵， 到常德采访军
嫂， 到桑植寻访革命后人， 他回到长沙
时已是14日凌晨。

任务重， 时间紧， 难点多。 7月5日
接到演出任务后， 李思每天只睡了三四
个小时。

最难是对历史的考证。 导演团队很
年轻，13个人全是“80后”“90后”。 为了

保证精准地再现历史， 他们花了大量时
间研究党史和军史， 翻阅了上百本书
籍， 前往每个故事的发生地。 节目台本
中的每一句话， 都与研究党史的专家一
起反复推敲。 演出录制的前一天， 台本
还在修改。

“仅节目单就改了至少50次， 印刷
厂的印刷机都‘罢工’ 啦。” 脸上两个
黑眼圈的副导演徐龙笑道。

加入朗诵和视频后， 演出难度陡然
增加。 两三百个小时的视频素材， 要压
缩到90分钟。 乐曲是现场演奏， 具有不
确定性， 如何与视频顺畅衔接也很考验
人。

工作高强度，长沙正值酷暑。 省爱乐
乐团的成员病了好几个，无人请假。 长笛
手刘爱民原本在美国探亲， 特意赶了回
来。 7月22日，一位大管演奏者的家中失
火，依然准时参与排练。

种种困难，大家都硬扛了下来。 李思
说：“我们到抗洪救灾现场采访， 看到很
多官兵满身泥浆， 累了就躺在防洪大堤
上。 这些情景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要把
这份感动完整地、真实地带给观众。 ”

洪江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龚

如何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好学校、受好教育，如何发展
教育，实现教育公平，是我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最
先考虑的事务之一。

为改变乡镇中小学和村小学的老师 “一支粉笔上讲台，
一张嘴巴打天下”的教课模式。 我以“举全市之力办教育”“穷
县也要办大教育”的理念，召集财政、发改、教育等部门，千方
百计筹措资金，全力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近一年来，先后
投入资金2.04亿元，全面改善37所学校的办学条件，新建校舍
6.2万平方米，维修校舍4万平方米；投资1584万元，一次性解
决全市的仪器、图书经费；投资近2亿元，高标准、高规格新建
九年一贯制学校———隆平学校，有效化解城区学校大班额问
题；投资近5000万元，完成“三通两平台”项目，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共建共享。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2017
年，洪江市招录教师200名，选送初中毕业委培生83人；通过
对新招录985、211重点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每人给予15万
元住房补贴激励措施，签约了40多名教师。 每年安排300多万
元教师培训专项经费， 让部分教师到长沙等地跟班学习进
修，实施城区学校支教、教师轮岗交流等一系列措施，加快缩
小城乡教师综合素质差距。 每年为每位教师安排2000元年终
绩效考核奖，将班主任经费提高到4000元/年/人，设立名师
工作室并安排30万元专项经费，充分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效益，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坚强基石。 我来洪江市任职后参加的第一次常委会，就是研
究教育问题；我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就是解决教
育系统投入问题。 市政府常务会每月“议教”制度已成为常
态。 为形成机制，支持重视教育工作，我召集相关部门制订了
《洪江市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五年行动计划 （2017-2021
年）》《洪江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办法》等系列规范性文件，
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相关单位，乡镇年度绩效考核。 此
外，建立了中心学校“学区制”“联盟制”办学模式，有效解决
了校际发展失衡问题。 今年，洪江市高考本科上线率、教育综
合实力都比去年有较大提升。

� � �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通讯员 曾静
记者 左丹）昨天，“建行杯”第三届湖
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暨全国选拔赛总结交流会在湖南科技
大学举行。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
出席会议。

本届大赛， 全省108所高校2.7万
多个项目报名参赛， 参赛人数近10
万， 有效报名数较第二届增长169%。
参赛项目涵盖“互联网+” 现代农业、
制造业、 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服
务、 商务服务、 公共服务、 公益创业
等多个类型。 全省复赛分3轮进行，
先后通过项目计划书网络评审、 创业

项目现场展示、 项目路演、 与投资人
面谈等多个环节， 共决出了创意组一
等奖 11个、 二等奖33个、 三等奖61
个； 初创组一等奖5个、 二等奖16个、
三等奖21个； 成长组一等奖1个、 二
等奖4个、 三等奖4个； 就业型创业组
一等奖3个、 二等奖7个、 三等奖15
个； 优秀组织奖20个； 最佳指导教师
奖20个。 省教育厅将从获奖项目中择
优推荐参加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本届大赛由湖南省教育厅、 中国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共同主办。 大赛
主题是“搏击‘互联网+’ 新时代，
壮大创新创业生力军”。

� � �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权博 兰雀） 第十六届“汉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正如火如荼。
近几日， 选手们先后来到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有限公司、隆平水稻博物馆、橘
子洲头和岳麓书院， 开启湖湘文化体
验游学。

在隆平水稻博物馆， 选手们饶有
兴趣地观看了《禾下乘凉梦》和《杂交
水稻覆盖全球梦》两部影片。 影片借助
240度全息影院、 真人比例幻影成景、
动漫等高科技展示手段，结合文物、场
景、雕塑，展示了袁隆平院士的两个梦
想———“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
全球梦”。 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百灵说：

“我感觉到每件事情都发生在自己的
脑海里， 零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国的文
化韵味。 ”

随后，选手们来到了岳麓书院，千
年学府的氛围让选手们对中国古代思
想文化有了更为直观、 更为深刻的了
解。 缅甸选手陈豪波说：“真是不虚此
行。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这两天
学到的， 远远超出了我以前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 ”

此次文化体验活动结束后， 未晋
级决赛的选手将陆续踏上归途。 他们
将带着对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对
中华文明的眷恋，回到自己的国家，充
当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 � �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王晗 胡梓露）
由巨人网络、 阿里体育联合主办的2017
《球球大作战》塔坦杯精英挑战赛，昨晚在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落幕。 这是大型移动电
子竞技全国总决赛首次在长沙举行。

这次比赛汇聚了来自国内职业联赛
和赛事积分两大体系12支顶尖战队，经两
天鏖战，最终RBT战队战胜了619、JOK-
ER等老牌战队， 以压倒性优势夺得总冠
军。决赛当天，现场座无虚席，数千名移动
电子竞技粉丝齐聚一堂，通过现场互动等

方式分享喜悦。
去年以来，王者荣耀、球球大作战等

移动端电子竞技游戏迅速发展， 重庆、长
沙等诸多城市积极发展移动电竞产业，电
竞馆、电竞小镇等不断涌现。“现在年轻人
对休闲娱乐需求很大， 电竞游戏已成为
‘90后’‘00后’ 一种重要生活和社交方
式。”巨人网络市场部负责人王娅介绍，移
动电竞是在电竞游戏中的一个大分支，相
比PC端，其产品和类型更加多元化，成长
速度更快。

90年，超越时空的震撼
———“潇湘军旗红” 故事音乐会的台前幕后

湖南教育报刊集团协办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享受优质教育

搏击“互联网+”新时代
我省近10万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汉语桥”选手领略湖湘文化韵味

大型移动电子竞技全国总决赛落幕

侗歌喜迎十九大
7月23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皇都侗文化村，侗族群众载歌载舞。当天，该县举办“侗

歌喜迎十九大”歌会活动，盛大的原生态侗族歌舞盛会，展示了该县近年来的发展巨变，
展现了侗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状况。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胡益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