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巢进文 王姣姣 ）“我是祖国的
未来，我为宪法代言。”10月14日，来自
全省各市州的58名青少年学生齐聚湖
南商学院，参加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
法讲宪法”主题演讲比赛湖南赛区总决
赛。

比赛中，同学们结合自身学习经历、感
悟和时政热点，从讲宪法故事、说对宪法的
认识与体会、论时政热点中的法律常识、谈
宪法精神等多个角度，用鲜明的观点、生动

的事例、真切的情感，声情并茂地展现了当
代青年学子对宪法的认识，演讲内容丰富，
涉及了青少年权益保护、 校园文明生活等
贴近生活的题材，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赢得
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 来自怀化市宏宇小学
的秦艺睿、长沙市南雅中学的彭紫晨、常德
芷兰实验中学的徐蕴怡以及湖南师范大学
的江静雪分别获得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
组、高校组特等奖，他们将代表我省参加全
国总决赛。

58名青少年声情并茂“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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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10月13日，电影《十八洞村》全国公映。据
“猫眼” 专业票房公布， 截至当日19时19分，
《十八洞村》公映首日票房收入1510.56万元，
排名第三。《十八洞村》是否如导演夸口的“比
其他电影好看，觉得不值可以找她退票”的一
部电影？出品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当天，在几
名挑剔的专家看完电影后， 记者独家采访了
他们和第一出品方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

媲美《乱世佳人》，表现人与
土地关系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教授
何祖健因弟弟是扶贫工作队队员，看完电影深
有感触。她说，《十八洞村》与大学生们最喜爱
的电影《乱世佳人》一样，探讨的是人与土地的
关系， 用大爱对精准扶贫做了艺术的表达，沿
袭了潇影厂的《那山那人那狗》的诗意风格，画
面唯美，关注人性，像部文艺片。尤其是挖掘了
贫困下面人性的尊严，对我们识贫、扶贫有启
示意义。希望这部片子能走进大学校园，让年
轻学子看到当代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

电影评论家潘一尘在电影中看到了导演
对湘西这片山水的热爱， 他评价演员的表演
到位，能让人记住的角色就有十几个。主角是
军人，把一个人心中要熄灭的火点燃了，把年
轻的扶贫工作队员的热情也点燃了， 这是中
国人可以燎原的希望之火， 要让更多青少年

看到这部电影。美中不足的是，如果导演能把
自己的感情再节制一些，124分钟删减20分钟
就好了。

大片拍摄手法， 音乐独具特
色，表现立体丰富

小微微要回来的消息传遍十八洞村，哑
巴拿起了砍刀，杨英俊丢掉了手里的秧，全村
人如临大敌，镜头快速切换，配乐扣人心弦。
发生什么事了？ 观众的心紧张得提到了嗓子
眼。《十八洞村》 的开场就如悬疑惊悚大片一
样揪住了观众的心。

艺术家杨蔚然观片后对其中的艺术表现
手法赞不绝口，认为《十八洞村》与以往的主
旋律电影全明星出演不同，令人耳目一新，人
文色彩很强，运用了很多现代艺术手法，如抽
帧、转场、航拍、现代戏剧舞台的表现手法，不
土气。

潇影集团副总经理欧阳翀揭秘拍片用的
设备是大片用的高精尖器材， 片中音乐的制
作和别的电影不一样，音乐前期介入，导演剪
一段，音乐做一段，与电影同步完成。作曲是
音乐家何训友。 电影评论家潘一尘也盛赞何
训友把湘西的苗鼓、 苗歌等原生态音乐点石
成金，离生活特别近，又充满现代气息。

文艺评论家谢子元评价《十八洞村》是
一部值得与亲朋好友分享的主旋律精品，内
容立体丰富， 是中国梦的生活化艺术化再
现，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一种硬
汉精神。

主旋律电影商业片传播， 全
国贫困地区公益巡映

为何表现精准扶贫的电影，《十八洞村》
却很少展现扶贫队的工作？为何“潇影”第一
出品，导演却是“峨影”的？电影第一出品方潇
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丕学向记者揭
秘了背后的故事。

据介绍，“潇影”在2016年上半年就有意
拍摄精准扶贫的电影，向国家新闻出版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报了选题，获得肯定，被定为

“国家任务”，总局推荐了“峨影”的导演苗
月，苗月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已导了好几部
主旋律电影。 当时湖南已有好几个剧本，但
和“潇影”要表现扶贫先扶志，着重“我要脱
贫”的理念不同，被果断舍弃。周丕学执着于
要表现十八洞村的生活状态精神气质，表现
美好积极的一面，因为贫困和落后只是暂时
的。导演在花垣采风接触到一名军人，说有
张丰毅的气质，湘西汉子，就敲定了他为主
人公。主旋律电影用艺术片呈现，但为了让
更多的观众看到，宣传传播手段是商业片操
作，机场、城市公交站牌都上了户外显示屏，
并制作了小视频在各种新媒体传播，期待票
房过亿元。

潇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翀透露
《十八洞村》投资3000万元，因影片并不着眼
于具体的十八洞村，选景地涉及花垣、永顺、
凤凰。10月17日将在十八洞村举行“十八洞村
看《十八洞村》”的活动，启动全国贫困地区公
益巡映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韩花！”“韩花！”10月15日，韩少功创
作40年汨罗老乡见面会，在汨罗市罗江镇
群英村坡里组举行。 上了年纪的乡亲们见
到韩少功，都亲切地称他“韩花”。

1968年12月，15岁的长沙少年韩少功
报名下乡， 落户汨罗县天井公社（现罗江
镇） 茶场。6年后被县文化馆录用。1977年
恢复高考，他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
学毕业后，先后在湖南省总工会、海南省文
联工作。

在韩少功心中， 那10年青葱岁月，是
他初涉社会最宝贵的时光。在汨罗，他遇到
了淳朴的乡亲乡情，立下了“寻根”文学的
初心。“文学梦想始于乡村， 大学回城后致
力于文学，然后又回归乡村，韩老师这种独
特的文学之路，值得研究。”海南省作协副
主席王雁翎说。

群英村，不但是韩少功重要的工作创作
生活之地，也是他的文学原乡。40年来，其重
要作品大都在汨罗完成，大部分作品人物原
型源自汨罗。汨罗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王敏求感慨道：“韩少功为汨罗文学事业
乃至整个地域文化发展带来了福祉。”

会场就设在村民胡秋良家门前一棵
190岁的古樟下。韩少功夫妇尚未回村，乡
亲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等在路口……

此时，一个细节很感人：记者陪韩少功
重游他曾经劳作、居住的地方。有一台车抛

锚在路上， 他跑上去帮着推车。 车子没推
动，却感动了路人。

10时许，韩少功夫妇走进会场。少功
说， 很多老伙计， 他都叫得出名字。“李铁
书，当年团支书；这是你堂客，戴迪香，宣传
队5朵金花之一。”“胡伏保， 我们曾住一个
屋。”“梦兰，你好！”

“韩花，还记得我吧？”村民江活良远
远跟韩少功打招呼。为何叫他“韩花”呢？
“少功在我们这批知青中， 年龄最小，秀
气白净，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 当
年同从长沙来插队的知青范菊花解密
道，“他喜欢写写画画， 队里的宣传栏都
是他的杰作；他作词的《采茶舞》在县里
得了奖……”

一段采访韩少功当年插队时知青和村
民的视频，引爆现场气氛。

“少功当初在群英，我们就看出了他今
后有出息。”当年的村会计李复查说，韩少
功曾对他们说，要写农民的辛勤劳作，你就
写他从田里回到家里躺在地上， 留在地板
上那个汗水印子。

“少功是群英的骄傲， 更是我们的偶
像。”当年的小伙伴老李说，后来他用韩少
功刻苦学习、 努力写作的例子教育孩子发
奋学习。

“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
为回报浓浓乡情， 韩少功向群英村小学和
敬老院各捐款3万元，并向乡亲们赠送了自
己新出版的作品。现场掌声雷动……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10月14日， 娄底市卫计
委在新化县水车镇中心卫生院开展的
“向郑太红同志学习” 送医送药义诊现
场， 水车镇上溪村73岁的邹老领到了免
费药品。

郑太红是新化县水车镇柳白村的一名
乡村医生，今年因劳累过度去世，年仅43
岁。6月5日，湖南日报以《泪别乡村医生郑
太红》 为题报道郑太红事迹后引起强烈反
响， 郑太红被追认为全国卫计系统劳动模
范。郑太红扎根基层、心系百姓，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 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医
德楷模。10月以来， 娄底市开展学习郑太

红系列活动，先后举办了3场郑太红事迹报
告会，引起巨大反响。

当日， 娄底市卫计委组织该市中心医
院等9家市直医疗卫生单位的43名专家，
到水车镇为351名群众进行了免费检查和
诊断， 现场免费发放药品价值3万多元。娄
底市卫计委、 新化县卫计委领导还看望了
郑太红的家属。

郑太红的事迹在娄底各基层医疗单位
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学习楷模。水车镇中心
卫生院要求干部、 医生和职工努力把病人
当亲人。 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院就诊，因
没有亲人陪同， 门诊部专门派人陪他看病
取药，并细心护送老人上车回家。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龙文泱）10月
13日，大型现代祁剧《无根树》研讨会在长沙举
行，来自省内外的近20位专家围绕剧本创作进
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在对剧本给予充分肯定
的同时，对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无根树》由湖南省艺术研究院舞台艺术创

作服务中心主任周建清创作，讲述了箩筐坪村临
时村委会主任、曾经的民办教师曾凡丕为了修建
村里破旧的小学， 栽无根树骗取政府补贴的故
事。 该剧本曾在安徽省文化厅于2013年举办的
面向全国剧本征集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一名。

与会专家认为， 剧本创作有高度、 有宽

度、有深度，充满乡土味，其反映的主题、具有
戏剧性和象征意义的剧名、 生动的语言都令
人印象深刻，将民歌入戏的做法也新颖有趣。
对于如何进一步提升剧本质量， 专家们分别
从加强角色塑造、更好地表现矛盾冲突、进一
步注重情节的合理性等方面给出了中肯的建
议。永州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该市将以打
造大型现代祁剧《无根树》为契机，推动祁剧
艺术发展再上新台阶。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羊漾 杨庆怀）今天，由湘鄂赣皖4省公
共图书馆联盟主办的“湘鄂赣皖4省名家谈湖
南特色旅游”巡回讲座在湖南图书馆开讲。

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徐新
桥、江西财经大学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曹国新、安徽大学教授裴德海、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教授王凯分别从绿色旅游、红色旅游、
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的角度，讲解了湖南旅游的
特色及发展状况，为湖南旅游出谋划策，并回答
了读者提问。长达3个小时的讲座中，4位专家旁
征博引，语言生动风趣，既有高度又接地气的讲
座，不时引发现场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本次讲座是“湘鄂赣皖4省联盟巡回讲座”

的重要部分。 为了加强中部省份文化发展战略
合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省际合作，
实现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湖北省图书馆、湖南
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成立了湘
鄂赣皖4省公共图书馆联盟，并连续4年在4省举
办讲座活动，结合展览、网络直播等各种方式，
扩大讲座受众范围，受到社会公众的喜爱。

文化视点 悬疑片开场 艺术片呈现 商业片操作

《十八洞村》首映票房过千万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通讯员 罗徽
记者 李秉钧）10月13日，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迎来110周年院庆。 当天， 该院与广
东、湖南两省14家医院签订建立医疗联合
体协议，各签约方将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
技术协作、人才培养、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为目标， 联手打造湘南地区最大规模医联
体。

当天签约成为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

联体成员单位的， 有协助指导医院湖南省
儿童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医联体
医院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桂东县人民医
院， 专科联盟医院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以
及宜章、桂阳、嘉禾、永兴、汝城、资兴、安仁
等县（市）人民医院，航空联盟医院临武县
人民医院、新田县人民医院。今后，这些医
院将共同推动检查单互认、双向转诊、远程
会诊和家门口看病等。

10月14日上午，湖南坪
塘强制隔离戒毒所，作家们
参观心理矫治中心治疗沙
盘设施。当天，省司法厅、省
报告文学学会组织10余名
省内知名作家走进坪塘戒
毒所、湖南女子监狱，开展
关注“情暖高墙·关爱孩子”
联合帮扶工作采风活动。通
过作家的创作展现我省联
合帮扶工作的措施与成果，
引发社会对于特殊家庭孩
子的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作家采风
联合帮扶

原乡深情唤“韩花”
———韩少功创作40年汨罗老乡见面会侧记

典型引领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娄底开展学习郑太红系列活动

湘鄂赣皖4省专家漫谈湖南特色旅游

现代祁剧《无根树》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打造湘南最大规模医联体
湘粤15家医院抱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