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杜紫薇 彭艳 ）10
月16日上午，韩少功研究所在岳阳
成立，韩少功学术报告会同时在湖

南理工学院图书馆举行。
韩少功表示，成立韩少功研究

所，更重要的是通过作品，释放师
生对中国文学与社会的思想能量，

发现、应对、回答中国以及世界文
学的有关话题。要研究最有意义的
方向，研究中国和世界文学的现实
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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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谢添

10月13日，长沙市望城区望胜
小学五年级学生周锐驰来到北京，
走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厅， 将自己的
孝心故事讲给全国观众听。今年10
岁的她在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主办
的“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活动中入围
前30名，荣获2017年度“媒体特别
关注孝心少年”称号。

周锐驰的父母都是重度残疾
人，母亲先天性失明，父亲因患视神
经萎缩，也成为盲人，小小年纪的她
用自己的眼睛牵引着父母的人生
路， 也用自己的乐观坚强照亮了整
个家庭。

也许是因为家庭的艰难， 锐驰
懂事特别早，面对父母的失明，她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从小就决定要做

爸爸妈妈的眼睛。3岁时她给父母
拿鞋子、 扶着妈妈上厕所，6岁时学
着洗衣做饭， 如今已能够熟练地照
顾父母，为他们盛饭、夹菜、倒水、洗
衣等。其实这些生活琐事，父母熟悉
家庭环境后慢慢摸索着也能完成，
但只要锐驰在， 她就一定会主动地
做这做那。

为了挣钱养家， 锐驰的父母
去了浏阳的按摩店打工， 每逢寒
暑假，锐驰就去浏阳陪伴他们。早
上， 她会领着爸爸妈妈去按摩店
上班， 一路上告诉他们哪里有柱
子、哪里该下阶梯，到了按摩室又
为他们准备水盆、精油、毛巾等按
摩工具。

因工作性质不允许父母留长
指甲，她每次去都要为他们修剪指
甲，先剪去过长的部分，再把粗糙

的甲边磨光， 整个过程小心翼翼，
生怕弄疼了他们。今年，她还利用
等父母下班的时间特地向爸妈的
同事学会了按摩手法。“晚上回家
后， 我也能为爸爸妈妈做按摩，让
劳累了一天的他们好好放松一下
了。”她说。

平日在家里， 她也是爷爷奶奶
的好帮手。 几年前， 爷爷患上脑萎
缩，右手抖动剧烈，现在基本做不了
事。她知道奶奶支撑一个家不容易，
总是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摘
菜时，帮着刨芋头、剥豆子；吃完饭，
主动洗碗；看到奶奶去猪圈、鸡圈，
她又争着去喂猪、喂鸡。每周末奶奶
要去集镇卖菜， 她便在周五傍晚帮
着把菜摘下， 用绳子一把一把地系
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堂屋里；卖菜时
她还能帮着奶奶收钱， 数学成绩特

别好的她算钱是一把好手， 收来的
钱全都交给奶奶， 从不给自己留零
花钱。

“在班上，锐驰也是‘主心骨’
呢！”锐驰的班主任方瑾介绍，刚开
始有些同学会因为她的父母看不见
而有些笑话她，但她学习努力，每次
考试都名列前茅； 她还是文艺积极
分子，带着同学们出黑板报、表演节
目等，还主动帮助成绩后进的同学，
如今在班上威信很高、人缘很好，大
家都推选她做班长。

有人问她做这么多累不累？她
认真地回答：“不累， 只要看到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的笑容，我就会觉得
很开心。” 而当问到她有什么心愿，
她几乎脱口而出，“我要努力学习、
打好基础，将来学医当一名医生，治
好爸爸的眼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名片
郭鑫，1980年6月出生，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韩国韩世
大学音乐艺术管理专业在读博士。

故事
在一些人的记忆中， 音乐课就是

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学唱歌。
安化县梅城镇望城完小音乐教

师毛丹，今年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
业后，走上了教师的岗位。农村孩子
音乐基础不太好，要怎么教，她很迷
茫。9月中旬， 她向大学时期的老师
郭鑫请教。郭鑫建议，从歌曲的律动
导入，充分唤起学生的兴趣，“音乐课
不能止于唱会歌曲， 而是要唱好歌
曲，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美，从而爱
上音乐、爱上艺术。”

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音乐教
师，郭鑫在课上会带领学生们“玩”音
乐，让他们感受音乐的乐趣。她告诉
学生们，一个杯子也可以打出立体感
十足的动态节奏；晃动装着绿豆的矿
泉水瓶，就能得到沙锤的效果；揉搓
塑料袋，也能在音效上带来不一样的
感受。

2010年，湖南第一批六年制初中
起点免费师范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启动试点，郭鑫主动承担教学任务。

六年制初中起点免费师范生，主

要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 毕业后将回
到家乡教书， 缩小农村与城市音乐教
育之间的差距。“不仅要给学生们传授
知识， 还要告诉他们教学的方法。”郭
鑫明白肩负的责任。

学生们都来自农村，刚初中毕业，
几乎没有音乐基础。开学没多久，普遍
反映教学内容较难， 课堂上难以立即
接受， 课后练习也无所适从。“以前针
对四年制本科学生的教学方法并不适
用于六年制的孩子。”作为当时理论教
研室主任的郭鑫，带头开展教学改革，
把奥尔夫教学法、 达尔克罗兹体态律
动等国际先进教学法引入教学课堂。

郭鑫把视唱练耳课程由原来的桌
椅教室搬到奥尔夫教室。 在奥尔夫教
室里，学生席地而坐，怀抱乐器，摆脱
了桌椅的束缚， 在教师引导下做音乐
性的“动”，自由地、全身心地感受和表
现音乐。

“方法来自外国，但内容还是本土
的，包括湖南的花鼓戏、地方民歌等。”
郭鑫说， 教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的老师
唱一句学生学一句， 而是注重“即兴
式”学习，激发学生的创作潜能，毕业
后具备创作地方音乐的能力。

让学生们获得更大成长的， 是每
年一次的视唱练耳教学音乐会。“所有
学生都要上台表演， 对我们来说是很
宝贵的艺术实践经历。”毛丹说。音乐
会上演出的作品， 不少是老师指导学
生创作的。 如加入达尔克罗兹体态律
动的四声部作品《植物大战僵尸》，加
入奥尔夫乐器的三声部作品《小星星
变奏曲》，展示了学生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

来自桂东县的黄小琴， 初中毕业
前从未学过音乐。“郭鑫老师一直鼓励
零基础的我大胆唱、 勤练习， 久而久
之，在寝室，在琴房，随处可以听到我
练唱的声音。”黄小琴说，郭老师还策
划组织了3次视唱练耳音乐会，“在一
次次上台表演后， 我也从怯生生的模
样变得自信大方起来。”

就这样，郭鑫把学生从音乐的“门
外汉”逐渐引入音乐的殿堂。这些来自
农村的学生， 从进入校园时的羞涩寡
言，变得落落大方。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共建实习基地、合作培养演艺
人才。昨天下午，湖南女子学院艺术
表演系与湖南省演艺集团、 长沙市
歌舞剧院等单位签订校外实习就业
基地共建协议， 并举行专业特色建
设专家咨询会议。

据悉， 湖南女子学院与长沙
市歌舞剧院合作基础好， 多次在
大型文化演出项目上合作。 湖南
省演艺集团总经理胡俊表示，省
演艺集团除协助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外， 还将积极与湖南女子学院
在地方文化经济领域建设项目上
深度合作。

湖南女子学院院长杨兰影介
绍， 建设校外实习基地是该校深
化校企合作的重要举措， 对加强
艺术表演系实习实训教学， 突出
专业办学特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
作用，通过校企协同育人，将培养
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
才。

最美孝心少年周锐驰：

“爸爸妈妈，让我做你们的眼睛”

10月17日晚，湖南
戏曲演出中心，演员在
表演花鼓戏《乡里乡
亲》。当天，全国花鼓戏
优秀剧目展演举行“湖
南花鼓现代小戏专场”
演出，分别上演了《乡
里乡亲》《乡长打工》和
《五朵村花》等5场经典
小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花鼓戏
连连看

农村师范生的
音乐“引路人”

合作培养
演艺人才

韩少功研究所在岳阳成立

郭鑫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