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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彭燕

11月3日，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十
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4周年的
日子，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推出贯彻
十九大精神特别报道《我们向往的美好生
活》， 既展现展望了湖南14个市州人民向
往的美好生活，也证明了湖南的党员干部
正在脚踏实地为这个承诺永不停息地奋
斗。

贴近百姓
抒写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

从11月3日起，湖南都市频道都市1时
间每晚7时播出《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
抓住了无数观众的眼球。

每期短短10多分钟的节目，为何如此
抓人心？因为接地气的百姓视角。你看，名
字土土的像出自你的口。《美美的湘西》
《甜甜的怀化》《火火的永州》《舒心的郴
州》《国际张的Style》《红彤彤的湘潭》《幸
福暖暖的长沙》 ……都是老百姓口头语。
人都是身边的普通人。凤凰山江村跑中巴
开农家乐的麻大姐，茶田学校的夫妻教师
全必浓夫妇，怀化安江镇的创客“农民一
号”蒋有来，通道皇都侗寨卖烧烤的小伙，
洪江古商城里为孙子做饭的奶奶，道县做
鞋的工人，张家界开民宿的老板，因跑步
结缘的小两口……他们不就是你天天见
面的邻居、同事？故事都是新鲜的。十八洞
村那个问习总书记“怎么称呼你？”的石爬
专老人，最近来长沙看了“两馆一厅”；古
丈“光棍村”的张仕洪搬进新房快“脱单”
了；“女汉子” 麻大姐不仅自己致了富，还
组织村里的苗家姐妹和留守老人绣花、彩
编赚钱；欧冠足球竟是溆浦造，耐克、阿迪
达斯、彪马名鞋道县造；蓝山用湘江源之
水生产的饮用水今年将突破5000万元营
业额；来张家界的外国人迷上了做蒿子粑
粑跳土家舞，桑植的土家民歌融合了时尚
的爵士、布鲁斯、交响乐，在一带一路国家
流传……

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是实在的。路修

到了家门口，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在家门口上班， 每天看见自己的孩子；把
家乡甜甜的果子卖到全国各地去；能买个
大点的房子；有更多好玩的地方带家人去
玩；开了自己的咖啡馆，给游客讲讲老街
的故事；有小酒喝，有地方跑步健身；百姓
大戏台天天有戏看……

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说出了
百姓的心里话：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就是
安全更有保障，生活更有品质，人生的价
值能更好地实现。《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
讲到了观众心坎上。

快速反应
“上天入地”展示最鲜活现场

党的十九大开幕盛况还在人们脑海
里回响，湖南都市频道就推出了贯彻十九
大精神特别报道，14个市州， 每个市州一
期。《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策划制作的快
速，令媒体同行为之点赞。

湖南都市频道负责人给记者介绍来
龙去脉。原来10月18日，十九大开幕的那
一天， 正是他去都市频道报到的日子。组
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十九大报告后，

他提出将频道定位为“湖南都市，美好生
活”，做有新时代特色的民生新闻。同时决
定迅即推出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报道《我
们向往的美好生活》。10月23日至24日酝
酿策划，10月25日至26日向14个市州派出
记者，11月3日起连续播出。

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一开始就定好
了基调：结合湖南都市频道主打本土民生
新闻的特色，采用百姓视角、民生表达，分
为14期节目，大量采用航拍、延时拍摄、动
画等特殊手段，着力呈现活色生香、魅力
四射、创意无限、见人见情的新时代新湖
南景象。于是我们看到节目中记者“上天
入地”，既有大量航拍的山水村寨美景，也
有深入矿山地底的镜头。既有边远的苗寨
瑶乡，也有紧张的汽车制造车间和各种工
厂；既有一个个新鲜故事，也有男女老少
的质朴表达。《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就这
样鲜活地带着泥土芳香呈现在观众面前。

加班过节
记者奋斗中的美好生活

至11月8日，《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
已播出6期， 另外8期衡阳、 邵阳、 娄底、

益阳、 岳阳、 湘潭、 株洲、 长沙也将如
期播出。短短的采访制作时间里，这些记
者经历了怎样紧张兴奋的日日夜夜？11月
8日，在第18个中国记者节，本报记者聆听
了他们的故事。

观众应该对《火火的永州》开场的一首
《晓了显火》永州方言RAP印象深刻，播出
后，“晓了显火”Freestyle霸屏，很多永州
人在学。 但你知道它的创作者是永州市公
安局冷水滩分局的一名90后协警吗？ 话说
都市频道记者付磊接到采访任务当天，在
网上通过一个QQ号码，付磊和23岁的协警
胡广成了网友。当晚付磊赶到永州，在夜宵
摊上与胡广见面，热情的“永州通”胡广得
知《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即将开播，即兴
创作了多首描绘永州市民生活的时尚
RAP。经过和记者的多番创意碰撞，最终，
一首脍炙人口的《晓了显火》就这样创作完
成，如今成为了推荐永州的一张新名片。

付磊的夜宵摊奇遇令人兴奋，另一名
记者刘典的经历就算得上惊险了。在新宁
崀山的采访现场，记者刘典绑着绳索在悬
崖边做口播。因为绝壁采药人刘叙勇要将
仿野生铁皮石斛种植培育在崀山百米高
的悬崖绝壁之上， 为了记录他的攀爬过
程，刘典跟随他登上山峰，调度航拍人员
拍摄他悬崖上的采药过程，另调度一组摄
像在悬崖底部进行拍摄，形成双机位全景
记录。但为了体验这份艰辛，刘典自告奋
勇悬挂在80米高悬崖之上做口播，近距离
观察刘叙勇的日常工作。

11月8日凌晨4时，湖南都市频道总监
助理、《都市晚间》制片人刘静呆在封闭的
办公室，近60个小时未回家了。一次次的
思路调整，一次次和团队成员通宵达旦地
进行头脑风暴，刘静早已忘了今天是第18
个记者节。直至电话铃声响起，原来孩子
要出生了，他就要当爸爸了!他觉得，选在
这个特殊日子出生的小宝宝，是对他最高
的奖赏。

总在新闻现场， 总在加班加点的记
者，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记录者和讴
歌者。奋斗吧，我们是美好新时代的同路
人！

省作协与临澧佘市桥镇政府合作
推动丁玲文学
创作基地发展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通讯员 周亚玲 记者 肖洋
桂）11月7日， 省作协与临澧县佘市桥镇政府签订文明
共建协议，双方共同建设管理“丁玲文学创作基地”，推
动基地稳步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临澧县为推进城乡一
体化，深入推进文明创建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佘市桥镇
政府与省作协签订文明共建协议，明确再版丁玲文学作
品，收集丁玲生平物件，办好丁玲生平及文学活动展览
馆，举办丁玲文学作品专题研讨会和主题文学创作采风
活动，完善丁玲文学创作基地。

另外，临澧县计划总投资1.5亿元，将丁玲故居和
黑胡子冲景区按照规划打造临澧红色文化品牌。 目前
已投资1200万元， 完成了故居单体建设及部分配套设
施建设。

桑植上演
2017“民歌王”争霸赛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
今天，在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梭子丘文化广场内，数千群
众欢聚一堂，共同欣赏2017桑植“民歌王”总决赛。

飙歌喉、晒实力、展魄力。比赛现场，16名选手们纷
纷亮出绝技，用他们最淳朴、最美妙的歌声唱出了对老
区桑植的赞美，唱出了桑植民歌魅力，让现场观众“嗨”
翻了天。

“看见什么唱什么，想到什么唱什么” ，能唱上千
首桑植民歌的71岁省级民歌传承人谷彩花说：“我很爱
唱歌，已唱了一辈子歌，就这个爱好。”

桑植县是土家族、 白族、 苗族等多民族聚居地，
2008年被中国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民歌之乡”。目
前，已统计在册的桑植民歌有1万多首。这次“歌王”总
决赛中， 张红英以深厚的唱功和淋漓尽致的发挥被评
选为2017“桑植民歌王”。

《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讴歌新时代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通讯员 喻诚）
“让新科村苗鼓敲起来，龙狮舞起来，村民的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11月5日， 湖南农
业大学为对口扶贫点花垣县麻栗场镇新科
村送来了一场“情系新科，爱满苗乡”精准扶
贫文艺汇演，受到村民们的欢迎。

湖南农业大学对口扶贫新科村3年
来，工作成效显著。2016年底，新科村已
经通过实施“五个一批”，贫困户人均年
收入已完全达到国家规定的脱贫标准，
全部确认脱贫。新科村相继获得“先进基
层组织”“文明村”“脱贫成效显著村”等

荣誉。国务院扶贫办高度肯定了该校3年
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 当天， 一出
由新科村女子舞龙队和湖南农大舞狮队
共同表演的龙狮舞热闹非凡， 拉开了汇
演序幕。演出结合文化扶贫、科技扶贫等
主题，以小品、歌舞、苗鼓等表演形式，将

群众脱贫致富的典型故事、 典型人物演
绎得生动感人， 描绘了精准扶贫道路上
的美好画卷。整台文艺演出，表演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通俗幽默，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这两年是村里变化最大的两
年，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越来越幸福。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湖南农业大学，今
天还送来了这么精彩的文艺汇演。”村民
龙世英开心地说。

湖南农大文艺演出送苗乡

长沙举行
“颜家龙书画遗墨展”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陈薇 通讯员 陈华倩)
近日，由颜家龙书画研究院、《湖南书画》杂志社共同策
划的“怀念父亲———纪念颜家龙先生逝世5周年书画遗
墨展”在长沙市美庐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颜家
龙的书画作品80幅， 这些作品均为颜家龙各个时期的
扛鼎力作，其中书法作品50件，绘画作品30件，面向公
众免费开放。

颜家龙，湖南涟源市人，享年85岁。曾任湖南日报社
美术组组长、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中国书协理事、
省书协主席、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名誉教授等。其书法
形成凝重厚实、飘逸洒脱的自家风格，作品曾先后参加全
国第一、三、五、六、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及《20世纪书
法大展·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展》。

前来观展的除了年轻人与中年人， 还有不少头发
花白的老人。伴随着悠扬的提琴演奏声，观展者驻足在
颜家龙的作品前，或独自品味，或三两交谈，或凑近观
赏，或拍照留念，现场文化氛围浓厚。

记者付磊在永州采访。（屏幕截图） 通讯员 摄

全国侗锦织造技艺传承人
第二期培训班在怀化开班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卢宗
旺）近日，文化部、教育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全国侗锦织造技艺传承人第
二期培训班，在怀化学院开班。

今年6月，怀化学院成功举办了全国侗锦织造技艺
传承人首期培训班。第二期培训班共有学员40人，她们
将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课程设有理论课、实践课、
设计创意课和社会考察等，学员培训费、食宿费均由国
家承担。怀化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培训，教员与
学员要共同把“侗锦作品”编织成为“侗锦产品”；学院
将与相关企业合作，把“侗锦产品”变为“侗锦商品”，真
正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助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