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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陈薇） 12月
7日至8日， 由省文化厅、 长沙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第五届长沙阳光娱乐节之夜界盛典在长
沙举行。

本次盛典上， 政府、 媒体、 广告、 金融
等各界人士分别从政策引导、 数据研究、 媒
体传播、 文化内涵、 品牌管理、 资本推动6大
方面来探讨实体娱乐行业的良性发展。 在现
场，发布了《2017中国夜经济产业白皮书》（以
下简称《白皮书》），并宣布国内首支中国夜经
济产业投资基金正式成立。

《白皮书》 透露， 北京和广州的娱乐业
呈现老龄化趋势， 成都、 长沙的夜间娱乐发
展迅速。 15座城市酒吧门店数统计， 成都以
3784家商户超过上海、 北京排名第一， 长沙
排第13位。 据了解， 长沙文化娱乐企业探索

转型升级新模式已迈出了新步伐。 琴岛演艺
中心从“大剧场” 向“小而精” 模式转变。
2015年， 琴岛进军网络直播领域， 推出“互
联网+文化演艺” 项目“琴岛陌陌现场”， 在
北京开设剧场进行直播。 今年以来， 其网络
直播带来的利润每月以20%的幅度增长， 网
络直播业务也吸引了众多90后观众， 大大提
升了琴岛的知名度。 红太阳演艺引进大型亲
子动漫舞台剧《猪猪侠之时间去哪儿》，寓教于
乐， 社会反响良好。

据长沙市文广新局负责人介绍， 长沙自
2016年获批国家扩大文化消费试点以来， 全
市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消费达到5739元， 增幅
为10.8%； 全市文化产业总产出达2680亿元、
增加值810亿元、 占GDP的8.7%， 成为千亿
级支柱产业。

� � � �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姚学文）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该局将注销9
所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注销后，这些学校不再
具备办学资格。

据了解， 这9所学校被注销办学许可，有
各自不同的原因。 其中， 长沙春秋进修大学、
长沙中山外国语中等职业学校、 长沙世贸中
等职业学校多年无办学场地、无办学行为，办
学许可期限已届满失效； 长沙黄浦外国语专
修学院连续多年未参加年检， 办学许可期限

已届满失效；湖南长沙湘一实验中学、长沙市
湘郡中学、长沙市长雅实验中学、长沙市剑凡
中学、 长沙市艺芳中学按相关规定已终止办
学，但未办理有关手续。

长沙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提醒，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规定，拟对上述9所学校的办学许可
予以注销。 各相关主体如有异议，可在15日内
向长沙市教育局民办教育处提出。 逾期未提
出异议的， 长沙市教育局将依法办理注销手
续。

第五届长沙阳光娱乐节之夜界盛典在长举行

长沙9所民办学校将被注销办学许可

“时光慢递” 写封信给未来的自己
12月5日上午， 长沙市定王台文化创意主题邮局， 工作人员在整理顾客以“时光慢递” 方

式写好的信件。 这些信件都是顾客给未来的自己写的， 将在五年内指定一个时间由邮局寄出
或顾客到店自取。 该邮局除了收快递和代缴费用等邮局的基础功能之外， 还具备杂货铺、 信
件慢递驿站等功能， 自去年7月开业以来， “时光慢递” 业务受到市民的欢迎。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通讯员 王亚 刘秋泉 余利霞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11月17日6时40分， 株洲市工业中等
专业学校副校长周京平跟往常一样， 先在
学校群里道了一声“早安”， 然后发了两
张学校“女排姑娘” 训练的照片。 不幸的
是， 就在这时他突发“大面积脑梗”， 再
也没能起来。 23日15时40分， 他在株洲
市中心医院停止了心跳。

周京平的去世“拨动” 了株洲教育界
的“心弦”， 大家称他是一位将灵魂融入
教书育人事业的教育者。

株洲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吴安浩
说： “我们需要周京平这种用灵魂对待学
生、 对待事业的教育人。”

“要想不被人看轻,你们首
先要自己重视自己”

“可怜的国涛同学跟我投诉， 说昨天
晚上老鼠爬到他的床上去了。 我叹口气：
你把房子搞干净呀。 他说搞干净了。 我又
叹口气： 一只有洁癖的耗子看上你了。”
这是周京平微博里关于“国涛同学” 的一
条———从2012年到2017年， 一共48条。

国涛是周京平的学生， 学的是机电信
息工程。和绝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国涛是
一个残疾人，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国”是福
利院孩子共有的姓。 入校时，国涛才16岁，
因为周京平的关心， 学校除了给他免除所
有的费用， 还特意把他所在的班级教室安
排在教学楼一楼，每天安排同学照顾他，陪
他过周末。 可以说，在学校那几年，是国涛
最安心的几年。

国涛毕业时， 周京平四处帮忙联系工
作。 无奈现实总是残酷的，由于残疾，国涛
毕业后干过的工作都不长久， 开助力车拉
过客，很多时候就以卖报为生，常常食不果
腹。“我的内心很复杂。真的不知道，依靠他
自身的努力，人生的道路会往哪里走。 ”这
是2017年5月16日周京平的微博。

在株洲工业学校，有一套“等待花开”
的慢教育方式， 这是周京平一直倡导的。

“人生是一场长途旅行，这样的慢教育必然
没有太多眼前效应， 我们要着眼于他们未
来的道路，两年，三年，甚至十年以后，他们
一定会绽放出精彩。 ”

学校财经商务系电会专业有三个班，两
个高考班，一个就业班。电会16班就是就业
班， 班上的学生觉得自己不如另外两个班
的同学，就是来学校混日子的。

每周三晚是周京平值班， 他每次必踏

进电会16班，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学习、
生活的需求。学校食堂饭菜不可口，谁家里
有事， 哪个心情不好……周京平都会想办
法解决。面临会计资格证考试了，很多同学
没有信心， 周京平特意多次去班上给大家
鼓劲。

“在我眼里，你们都是平等的。 要想不
被人看轻，你们首先要自己重视自己，用你
们的努力去回击别人的轻视。 ”最终，电会
16班43位同学有36位拿到了会计证， 远远
高出另外两个班，过级率达83.7%。

有等待花开的期许， 花儿必然不负所
望。 只是，花儿开了，他走了。

“教师就应该站在讲台前”
周京平从2001年7月起担任学校的副

校长，至今已进入第17个年头。 从2014年
开始，他同时主管学校的教学和德育。除了
学校管理工作， 他每个星期还有四节语文
课。

他说， 教师就应该站在讲台前， 这是
他站在讲台上的第33年。

学生还记得他的语文课和别的老师有
些不一样， 布置学生写作文， 要求先根据
戴望舒的 《雨巷》 画一幅画， 再依据自己
的画面写一篇赏析文章。 为什么先画雨巷
再赏 《雨巷》？ 周京平说， 他教的是服装
系的学生， 个个都画得一手好画， 让他们
以自己的强项入手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
果。

周京平有个习惯： 听课和写教育随
笔。 这些年， 如果不外出， 他每天必听
课， 数十年如一日。

“一周听了11堂课， 自己还上了四节
课， 满脑子都是课。 哪些东西留在脑海里
了呢？ 印象最深刻的， 是年轻老师们的状
态， 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进步。 很多时候，
套路形成之日， 就是进步停滞之时。 我宁
愿他们缺乏套路而激情未泯。 ”这样的教育
随笔，他大概写了100万字。

周京平这样的听课，起了榜样效应，老
师站在教室后面甚至趴在窗户外听课的

“盛况”每每出现。
“教育对于老师而言应该是终身的事

业”
校团委书记谭延喜说： “周副校长最

喜欢的诗句是海子那句： 面朝大海， 春暖
花开。” 2004年他初到工业学校时， 第一
个跟他谈话的就是周京平。 周京平告诉他
最喜欢的诗句， 跟他说职业学校的学生需
要慢慢陪伴， 要允许他们“试错”。 “你
不能把老师当做职业， 教育对于老师而言

应该是终身的事业。 因为你， 可能改变一
个学生的一生。”

谭延喜说:“这两句话， 我一直记得。”
如今， 老师们感觉谭延喜身上似乎已

经有了周京平的影子。 他也会跟新老师谈
慢教育， 写教育随笔， 认真解决学生的事
情， 他还有一个公众号， 用以记录学校的
点滴……

“周副校长十分善于发现学生和老师
身上的闪光点。” 校学生处处长周公望说。
与“慢教育” 一样， 表扬也如同蝴蝶效
应， 一次振翅能引发连锁反应。

老师们经常被周京平“花式” 表扬。
“每一次听小戴的课， 我都强烈地意

识到， 有些人天生就是为了当老师的。”
“周三第一节听唐伟老师的课， 很受

启发。 就地取材， 以近比远， 化繁为简，
堪称神来之笔。”

……
翻看周京平的教育随笔， 这样的表扬

简直太多了， 每一个表扬都让人觉得心中
一热。

“周老师影响了我的一生”
学生都不相信周京平离开是一个事

实， 以为是他跟他们开的一个玩笑。
“周老师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一直期

待将来能与他烹茶、 饮酒， 可是……” 他
的学生谭哲这么说。

周京平离开的那一天， ICU病房外，
株洲工业学校校长严建国与另外两位校领
导抱头痛哭。 “我们从2001年一起共事至
今， 他不光是我的好同事、 好同志、 好搭
档， 更是我的好兄弟！” 在一周后接受采
访时， 严建国几度哽咽。

怀念周京平的还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
的朋友。 一时间， 微博、 朋友圈、 朋友们
口耳相传间， 都是他的名字。 周京平追思
会当天， “株洲教育” 公众号发出一篇悼
念文章， 阅读量高达21615次， 留言百余
条。

周京平担任副校长的这些年， 株洲市
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完成了首批省级示范、
首批国家示范、 首批省级卓越职业学校

“三连跳”， 实现了从一个高峰向另一个高
峰攀爬发展， 延续了学校全国职业院校学
生技能竞赛四连冠的辉煌。

明年，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将搬
迁至新校区。

以往， 每一个新学年开学， 学校大门
口的对联都是周京平撰写的。 现在， 新校
区的对联， 他再也写不了了……

一个灵魂浸润了一群人
———追记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周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