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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社会资金，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繁荣，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
—

聚集社会力量“办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汤厚松

9月9日至11日，在湖南省文化艺
术基金会支持下，湖南民族团结进步
行动“民族一家亲”艺术团来到株洲
进行慰问演出，为株洲各族人民送上
精彩绝伦的文化艺术盛宴。
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是公募
性社会组织，近年来成为推动湖南文
化艺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募
集社会资金，聚集社会力量，实现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跃群众文化生
活，推动湖南文化事业发展繁荣。

让群众共享文化成果
9月8日，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
与长沙音乐厅联合举办的“百姓舞
台·百姓家”公益文化活动启动。至明
年8月，“百姓舞台·百姓家”活动将每
个月一场，让艺术专业学生和艺术爱
好者有机会登上专业舞台展示才华，
市民可免费进入音乐厅观看演出、参
与活动。
“此次公益文化活动接地气，市
民直接参与登台演出，为喜欢音乐、喜
欢表演的艺术爱好者搭建一个有创意
有新鲜感的平台。”湖南省文化艺术基

云海奇观
9月11日 ，临武县香
花岭三十六湾， 山脊被云
海包围，蔚为壮观。三十六
湾采矿历史悠久， 高峰时
期共 有 非 法 采 矿 点 1100
多个、非法选矿厂5000余
家。近年来，该县持续开展
大规模集中整治行动，彻
底摧毁了矿区内的非法采
选矿点并全面实施三十六
湾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工
程，实行覆土还绿治山。现
在， 生态植被得到实质性
的恢复。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进科
摄影报道

金会副主席、秘书长杨汉林介绍。
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让群众共享
文化成果，一直是湖南省文化艺术基
金会的追求。
7月31日， 由湖南省文化艺术基
金会主办的2017年“百姓大讲堂——
—
打开艺术之门”系列公益艺术讲座在
长沙实验剧场拉开帷幕，首期邀请到
著名雕塑家雷宜锌讲述《马丁·路德·
金》创作始末，700多名观众现场聆听
了创作背后的故事。“百姓大讲堂”旨
在推进全民艺术普及， 邀请国内文
学、声乐、摄影等各个领域的名家前
来讲课。
去年，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支
持湘剧和花鼓戏举行了“经典剧目展
演周”，展演周全部实行公益演出，为
观众送上了一道戏曲文化大餐。今年
6月， 又资助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
中心的现代花鼓戏《耀邦回乡》赴湘
赣边区域巡演20场，丰富基层百姓的
文化生活。

推动艺术繁荣发展
8月15日，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
杂技艺术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正式成
立。基金会从募集的公益资金中，划拨

100万元成立杂技艺术人才培养专项
基金， 奖励资助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
招收培养的杂技艺术学员及教师。
“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杂技
艺术，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而最
为突出的是杂技艺术人才的招收难、
培养难、 成就难、 留住难等突出困
难。”杨汉林说，成立专项基金，是为
杂技学员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增强他
们为艺术打拼的勇气和信心，同时吸
引有公益心有实力的组织、机构和个
人，加入到杂技艺术人才培养中来。
作为文化类的社会组织，湖南省
文化艺术基金会把扶持文艺院团发
展、创作生产优秀剧目作为一个重要
方面。几年来，基金会先后拿出500多
万元， 扶持湖南文艺院团出精品、出
好戏，资助了昆剧《湘妃梦》、祁剧《焦
裕禄》、京剧《辛追》、音乐剧《天使合
唱团》、汉剧《孟姜女传奇》等多台剧
目的创作排演。《辛追》《天使合唱团》
《孟姜女传奇》 在第五届湖南艺术节
上摘得“田汉大奖”，《湘妃梦》获田汉
新剧目奖。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百诗百联大赛，是全国诗词

楹联界的权威赛事，由湖南省文化艺
术基金会具体操办。已经举办的三届
大赛， 共有来自全世界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及热爱中华文化
的国际友人参与。
国内诗词楹联界的专家学者认
为， 这个大赛是湖南文化的一张名
片， 推动了诗词楹联在新时期的传
播，也促进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据介
绍，今年下半年，将启动第四届中国
百诗百联大赛。
围绕重要的节日，湖南省文化艺
术基金会积极开展公益文化活动，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社会正能
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7月24日晚，湖南省文化艺术基
金会和湖南省双拥办共同承办的
“潇湘军旗红”故事音乐会在长沙音
乐厅奏响。 干部群众在经典的旋律
中追忆峥嵘岁月， 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为弘扬戏曲文化，今
年4月，基金 会 支 持 开 展 了“名 家 传
—省花讲堂全省巡讲 （演）活
戏”——
动。10天时间里， 李 小 嘉 、 刘 赵 黔 等
花鼓名家辗转省内7个市州，边讲边
演， 让基层百姓近距离体验花鼓戏
的魅力。

退休教师刘海宣：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贵

9月5日， 教师节快要来临之
际，记者前往郴州采访一位默默为
乡村教育奉献30多年的退休老教
师刘海宣。 然而让记者没想到的
是，刘海宣如今身患肺癌，正在郴
州市中医医院治疗。这一次，记者
与采访对象面对面，却不能交谈。
“他的学生们知道他病重后，
陆续赶回来看他。虽然爸爸现在已
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每次看
到他们来，就开心地直笑。”儿子刘
鹏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里的照片
给我们看。
照片中站在刘海宣身边的是
黄小勇， 目前在中央党校担任教
授。初中时他身体瘦小，因为贫血
上课常常打不起精神，刘老师便把
他带到自己家里“改善伙食”。“家
里有好吃的有营养的，爸爸都往他
碗里夹，晚上还帮他补课。”刘鹏回
忆说。
黄泽军则是刘海宣追回来的
“学霸”。1989年，正上初三的黄泽
军突然收拾课本和被褥，不顾同学
的阻拦，坚持要退学。刘海宣得知
后，立即和另一名同学追赶，跑了
三四公里路才追上。原来，他爸爸
病了，他想出去打工赚钱养家。
坐在田埂上，刘海宣耐心劝导
了两个多小时：“只有自己长了本
领、有了好前程，才能为家庭、为社
会、为国家作更大贡献。经济方面，
老师可以帮你想办法。” 黄泽军安
心回到课堂，一路读到博士，如今
已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一位植物
学专家。
刘老师在学校的时候身兼多
职，当教导主任的同时还当着班主
任，带着毕业班，经常批改作业到
深更半夜。刘鹏说：“我们家就在学
校里，往返不过几分钟，父亲却要
离开17个小时。”从早上6时学生出
早操开始，一直到晚上11时寝室熄
灯，刘海宣基本与学生在一起。
“农村孩子靠读书才能走出
去。” 作为廖家湾乡一名普通农民
的儿子，刘海宣心里十分清楚这一
点。交不起学费，上学得跑上十公
里路， 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这

些，刘海宣也曾经历过。
正因为如此，刘海宣总是惦念
着这些农村孩子。学生有病要长期
喝中药，刘海宣动员妻子架起炉子
每天熬药； 学生洗澡没有热水，刘
海宣将活儿揽过来，一桶桶热水烧
好预备着；学生长了疥疮，他四处
求医问药，为学生拿药、涂药，里外
忙碌……
有的学生毕业后，刘老师也牵
挂 着 。 黄 斌 ，1993年 考 入 中 南 大
学，获学士学位，目前在上海创办
一家公司。她1990年初中毕业后，
升入省重点高中原郴州市一中就
读，刚开始学习状态很差。刘老师
知道后， 利用到郴州开会的机会，
专门跟她一起， 深入查找原因，分
析解决方法。知徒莫若师，从这以
后黄斌迅速调整状态，成绩直线上
升。如今，她将刘老师视为自己人
生道路的“恩师”。
“他对学生好，关心他们，资助
他们，就是没照顾好我和孩子。”刘
海宣爱人曹彩琼对他仍有“怨言”，
“整天只顾学生不顾家， 就连儿子
生病腿痛都只能靠我背着去医院。
医生说是小儿麻痹症的早期症状，
再晚就治不好了。”曹彩琼说，治病
花了2万多元，还是找亲戚借的。
“他不图名 ，不 图 利 ，默 默 无
闻，甘为人梯，乐于奉献。”曾与刘
海宣共事10多年的段惠祥说，廖
家湾中学不断有教师调离、 升迁，
而刘海宣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离开
的机会。
“他舍不得我们这些农村孩
子。”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助理廖来红说。2005年，廖来红硕
士毕业。 在撰写学位论文最后的
《致谢》部分时，廖来红想到了初中
时代的班主任刘海宣，老师关爱学
生的一幕幕场景在他脑海中反复
出现。
“我心中一直最不能忘记的，
就是初中时代的班主任刘海宣老
师。他对学生无私的关爱、宽容、鼓
励、鞭策，给年少无知的我以及同
学们增添了向上的勇气和信心，使
我们得以走上一条健康的成长道
路！”情之所至，廖来红写下这么一
段话，赠给自己的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