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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演艺惊艳北欧

《儿行千里》上演真实版“
集结号”

湖 南 日 报 9 月 13 日 讯 （通 讯 员 刘
清 记 者 李 国 斌 ） 芬兰时间9月11日

退伍老兵22年照顾18家烈士父母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由湖南卫视精心打造的家风类节目《儿行千
里》自8月27日起，每周日晚10时播出，至今已播
出三期。每期节目中的两位嘉宾，都是在普通的
生命中发光发热的英雄，带领观众经历一场场触
动心灵的旅程。嘉宾之一、战地记者陈序在节目
中说的那句话“我们没有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
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国度”，刷爆社交平台，网友
纷纷予以点赞。
9月10日晚，《儿行千里》继续起航，讲述者
李彬带观众聆听现实版集结号“老兵代孝”的动
人故事。

李彬来自江苏扬州。30年前，年仅21岁的李
彬随部队奔赴前线参加作战。 在硝烟弥漫的战
场，作为营里的卫生员，李彬冒着枪林弹雨，在火
线上抢救伤员。其中，战友樊俊的牺牲场景让他
至今难忘。
1995年清明节， 在樊俊等烈士牺牲10周年
之际， 李彬组织了一场颇有规模的纪念活动，请
烈士们的家人、军地领导和优秀学生代表一起到
陵园祭奠烈士。此次活动之后，他走上了照料18
家烈士父母的道路。
22年来，李彬一直坚持着做这件事，烈士的
父母早已把李彬当做亲生儿子。李彬带着老人们
去北京看升旗，去一些地方旅游，陪他们过年。

湘潭发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原创歌曲
湖 南 日 报 9 月 13 日 讯 （记 者 曹 辉 通 讯 员
谭真“
） 天盼蓝，水盼清，国家盼富强；天下事，百

姓事，人民来主张……”近日，湘潭一首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原创歌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歌》一经
发布，便广为传唱，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今年是湘潭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决战决胜之
年。为配合创建工作，湘潭市文联主动作为，专门
组建班子，由胡泽民作词，谭真作曲创作录制了
群众容易接受与记住的原创歌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歌》。

医疗扶贫队驻村
“
一对一”帮扶
湖 南 日 报 9 月 13 日 讯 （通 讯 员 刘 红 梅 记 者
龙 文 泱）
“县中医院帮扶队的医务人员就像我们

的亲人一样贴心， 真是太感谢了。”9月13日，临
澧县修梅镇玉皇庙村70岁的李双英老人抹着眼
泪说。
李双英患有尿毒症， 临澧县中医院院长乔玉
山在走访中发现这一情况， 马上安排她免费住院
治疗。她的老伴得了胰腺癌不幸去世，家贫无钱安
葬，医院为其支付了6万元安葬费。葬礼办了3天3

夜，帮扶队成员毕浩像亲儿子一样忙前忙后。
今年2月起，玉皇庙村的贫困户再不用为看
病发愁，因为他们有了临澧县中医院这支“专属
医疗队”。 该院组成了以院领导及中层骨干为班
子的脱贫攻坚帮扶队， 由1名副院长和6名中级
职称医务人员组成服务团，为全村贫困人口建立
个人动态管理电子健康档案， 准确掌握其疾病、
家庭、预防保健等信息，进行一条龙基础医疗服
务；21名帮扶队成员与村内44户贫困户结成“亲

晚，由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湖南省
演艺集团主办的“亲情中华·纯粹中
国·魅力湖南”欧洲三国慰问演出首站
在芬兰赫尔辛基精彩上演。 在芬兰的
侨胞、国际友人、留学生等500余人观
看了演出，现场热情高涨，亲情涌动。
晚会上，舞蹈《行云流水》、古筝独
奏《汨罗江上》、民乐演奏《春江花月
夜》等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二
胡与吉他合奏 《赛马》《查尔达斯》，杂
技《顶灯》《肩上芭蕾》等让观众连连叫
绝； 杂技互动表演和花鼓戏 《刘海砍
樵》掀起高潮，掌声不断。

曾有观众猜测李彬相当富裕。其实，李彬住
的是几十个平方米的房子， 一双皮鞋穿了8年补
了5次，但为照顾烈士父母和宣传烈士事迹，他花
费了10多万元。他觉得每一分钱都花得值。
李彬的奉献精神与他的家风密不可分。李彬
的父亲14岁时参军， 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
朝。李彬19岁当兵那年，父亲嘱咐他：“儿子，你到
了部队， 要踏踏实实地做事， 千万不要好高骛
远。”善良的母亲告诉他，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要
懂得帮助别人。
在李彬行动的感召下， 扬州市组织了一个
3000人的志愿者群体， 他们经常帮助烈士父母
以及其他有困难的老人。爱的种子遍地发芽。

此次， 为加强湖南同芬兰、 奥地
利、荷兰等国的友好关系，丰富当地华
侨华人的文化生活，应芬兰大唐集团、
奥地利湖南人联合总会、 荷兰莱茵集
团邀请，受中国侨联委派，湖南省演艺
集团与湖南省侨联于9月9日至18日
组织艺术团赴芬兰、奥地利、荷兰进行
“亲情中华·纯粹中国·魅力湖南”对外
文化慰问演出活动。
2017年， 湖南省侨联与湖南省演
艺集团将“亲情中华·魅力湖南”和“纯
粹中国”两大对外文化交流品牌项目有
机结合， 共同打造“亲情中华·纯粹中
国·魅力湖南”主题活动项目，形成强有
力的对外文化交流国际演艺品牌。

“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囊括的国
家、社会、公民3个层面各写成一段，每个层面4
句，最后用说唱总结，有分有合，循序渐进，既打
破了单唱24字的呆板， 又获得了分开演绎的优
势。”歌曲词作者胡泽民说。
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歌》 已由QQ音乐
正式发布。下阶段，湘潭将把它录制成MTV，在
全市进行宣传推广。
戚”，“一对一”帮扶；每月组织1次大型义诊活动，
贫困大病患者一律接进医院免费住院治疗。
51岁的肖学珍下肢静脉曲张，无法活动。但
她家境贫穷，连医保都交不起。医院扶贫队员为
其交纳了医保，并接到医院进行手术。49岁的易
小英因骨癌进行了截肢手术，副院长顿祖波在走
访中发现她的截肢处有病灶，将其接进医院免费
再次手术……
临澧县中医院进驻玉皇庙村以来，投入扶贫
资金20多万元。为了杜绝腐败行为，该院制定了
铁律：禁止任何人在扶贫工作中弄虚作假、套用
扶贫资金，一经发现核实，一律开除公职。

科普进校园
9月13日，科普员和学生在做彩泡体验。当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17年
“全国科普日”暨
“科学普及·添彩州庆”活动在龙山县皇仓中学举行。
曾祥辉 向碧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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