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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李叶）长沙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你们的寒
假怎么过？2月8日起，湖南省博物馆推出“我
的假日在湘博”2018年寒假系列教育活动，带
你穿越古今、畅游中西。

本次系列活动共有6个主题活动，分别为：
探访辛追娭毑的“新家”、“小小湖南人”寻宝记、
东周大商人游列国、藏在故事里的春秋战国、充
满惊奇的东方之旅、 来自他乡的神秘礼物，共
12场，每个主题活动分别有2场。每个活动都依
托省博物馆现有的两大基本陈列（长沙马王堆
汉墓陈列、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两

大特展（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
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
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展开。

孩子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 叫上小伙
伴，去探访辛追娭毑的“新家”，看看汉代贵族
怎样生活，探寻辛追夫人的永生之梦；寻觅藏
在湖湘大地上的文化瑰宝，“一眼万年， 行走
湖湘”；学礼仪，学经商，努力成为一名东周大
商人，穿行列国寻找最畅销的商品，看遍百工
奇技；春秋战国是众多成语故事诞生的时代，
使用“十二成语故事月历卡”，体验这个时期
的混乱与蓬勃；跟随马可·波罗的足迹，开启

充满惊奇的东方之旅， 感受中西方跨国文化
的碰撞。

据悉，活动将持续至2月28日，每次有15
个免费名额。 观众以家庭或者少年儿童个人
的形式参与，每个人限参加1场。感兴趣的读
者可以拨打84535566转6112预约， 预约成功
后持身份证提前10分钟入场即可。

此外，春节期间，除除夕闭馆外，省博物
馆执行日常开馆时间，每周一闭馆（逢法定节
假日顺延），每周二至周日9时至17时开馆（16
时停止入馆及售票），两大基本陈列凭有效证
件免费参观，两大特展购票入场。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名片
宁可，1985年出生，湖南邵东人，解放

军艺术学院艺术硕士， 原海政文工团独唱
演员。曾任“和谐中国”公益形象大使、“绿
色中国行”推广大使。献演“湘女情声”“生
在春天的姑娘”“乡情如金”“山女·清音”等
多场独唱音乐会， 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文
艺演出。

故事
宁可这段时间特别忙碌， 不少文艺联

欢晚会邀请她参加节目录制， 用她清亮又
不失柔情的演唱， 带给观众新年的祝福。1
月30日，趁着宁可来长沙录制华人春晚的
间隙，记者采访了她。

宁可穿着棉麻的宽松长裙，随性惬意，
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湘妹子的机灵劲。“我
小时候长在山村， 大自然的东西在我生命
里扎了根。所以，我唱出来的歌声里也有乡
野之气。”宁可说。

宁可出生于邵东县斫曹乡石坪村，一
个山水如画的小村庄。 宁可的父母都在家
务农，3个孩子的负担对他们而言并不轻
松，但他们很乐观。农闲时，父亲拉琴、母亲
唱歌的画面让宁可印象深刻， 也给她种下
了爱唱歌的种子。

每当傍晚宁可放学回家， 走在洒满夕
阳余晖的田埂小路上， 看着依山傍水的农
家小屋升起袅袅炊烟， 她情不自禁地唱起
歌来。从春花烂漫到秋霜满天，从绿意葱茏
到白雪遍野， 歌声让宁可的童年充满愉快
的回忆。

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成绩
优秀的宁可放弃了读高中， 选择了费用相
对较低的长沙师范学校， 想着毕业后当一
名幼师。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是放不下
自己的音乐梦想。

2004年，在亲朋的支持下，宁可决定
重拾梦想，去音乐学院深造。为了挣钱找声
乐老师学习， 她做过餐厅服务员、 超市导
购、家教……“2005年跟着一个乐队跑遍
云南、贵州、珠海、武汉等地唱歌挣钱，白天
演出完了就在车上看看书， 那两个月几乎
都是在车上过的。为了考大学，确实辛苦，
但更充实快乐。”谈起追梦的往事，宁可眼
睛里放出灿烂的光。

2006年， 宁可考入广西艺术学院音
乐表演演唱专业， 主修民族唱法。2009
年， 在孙维良的引荐下借读于中国音乐
学院，师从刘畅。毕业后，宁可凭借优异
的唱功成为原海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后来又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成为万
山红教授的艺术硕士生。

丰富的学习经历， 让宁可的演唱水平
不断提高。“掌握了不同的演唱技巧后，我
在想自己的演唱初心到底是什么。 我想起
了我的家乡， 想起小时候唱歌的那段快乐
时光。我觉得民族的、自然的是很值得歌唱
的。”宁可说。她把时尚的元素融进原生态
民歌，受到行业内专家的好评。中国音协流
行音乐学会主席付林给她贴上“新生态民
歌”的标签。

2017年12月27日，宁可在北京知音堂
举行“山女·清音”新生态音乐分享会，分享
了她近5年积累的3张专辑———《风野拾音》
《远方》《山女》。 清新真切的演唱让观众直
呼过瘾、听不够。其中一些歌曲结合了湖南
老家方言，演唱更是别具一格。

“我曾多次在国外演唱过这些歌曲，外
国朋友也很喜欢。 这说明语言的隔膜在音
乐中并不存在， 关键还是要唱出情感与味
道。”宁可说，春节期间还会出国去参加文
化艺术交流演出。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刘彬）“看到到处警灯闪烁， 感觉更安全
了。”2月5日晚19时， 长沙警方正式启动城区
巡逻防控新模式，28台巡逻警车从长沙城区
各公安分局驶出，驶入全市各大街小巷，全力
守护城市的安宁。

据悉，新的巡逻防控模式将预防、发现、
控制、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警务工作推向“最

后一公里”。在巡逻防控巡区设置上，根据全
市治安状况及城区重点要害部位安全保卫等
治安防控工作需要， 将全市城区划分为28个
巡区， 进一步强化对路面违法犯罪的打击震
慑力度，提高见警率、盘查率、管事率。

“巡逻民警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和制止违法
犯罪行为，特别是抢劫、抢夺、盗窃车内财物、入
室盗窃、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案件的预防，切

实维护治安秩序。” 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负
责人介绍，巡逻民警职责还包括盘查可疑人员、
物品和车辆， 堵控、 抓捕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
员；接受市民群众报警和紧急求助，受理群众咨
询和服务群众；接受指挥中心指令，先期处置界
面刑事、治安、事故类警情等。

据介绍， 此次长沙城区巡逻防控工作实
行24小时全时段覆盖， 实现了城区巡逻防控
工作全天候、全覆盖。在巡逻民警单警装备配
备上，不仅有手铐、警棍、强光手电等，还根据
实战需要为民警增配了医用急救箱、盾牌、执
法记录仪等便民设备和警用装备， 以求每台
车组能最大化地履行工作职能。

省博物馆推出12场寒假教育活动

寻宝探秘角色扮演
春节期间除夕闭馆，其余时间正常开闭馆

长沙警方启动巡逻防控新模式

警灯处处闪 警力全覆盖

2月4日，“年画过
年———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湖南滩头、福
建漳州传统年画精品
展”在北京文化部恭王
府博物馆启幕，展出了
160余件年画精品及相
关展品。此次展出的湖
南滩头年画由忠良美
作坊提供了民国时期
和20世纪50年代的收
藏作品， 花纸及雕版、
花纸版等珍贵展品是
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将
持续至3月9日。

曾勇 摄

滩头年画
在京展出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易禹琳）2月2
日下午，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国
礼》在长沙举行了专家观摩座谈会。据悉，电影
将于2018年5月上映。

电影《国礼》讲述了湘绣的传奇故事。1949
年初夏，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迅速南下，国民
党败局已定，毛泽东决定访问苏联，并亲点用湘
绣作为国礼之一。 而此时湖南尚在国民党控制
之中。 我方特派员周乐安携带一张照片和一部
电台潜入戒备森严的长沙城， 他此次的任务是

为毛主席出访苏联筹办礼品， 同时为湖南的和
平解放扫除障碍……

放映结束后的座谈会上， 与会专家们认
为，电影《国礼》的推出，填补了湘绣题材影片
的空白。 他们抱着观看行业片的心情走进电
影院，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一部谍战片。影片将
湘绣传奇与湖南和平解放巧妙融合， 宏大的
革命历史题材，小的切入口，故事饱满，人物众
多。 对湘绣情有独钟的毛泽东、“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在长沙有原型的地下
党员周乐安、为湘绣痴迷的大师，经唐国强、王
晖、王嘉等戏骨的精彩演绎，个个鲜明生动。剧
情环环相扣，张弛有度，正反两方的惊险博弈，
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 使观众在紧张中体验
了湘绣和湖南和平解放的双重传奇。

电影《国礼》首次
讲述湘绣谍战传奇

宁可

宁可：
一曲清音无俗韵

� � � � �荨荨（上接1版）
此次省政府奖励的市

州、县（市区）、园区，在深化
“放管服”改革，落实“中国制
造2025湖南篇”、 推动制造
强省建设，推动产业发展、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落实军民
融合改革政策措施、引进军
民融合重大项目、优化军民
融合产业发展环境等17大
项、28小项工作中，通过真抓
实干取得了明显成效。

长沙、常德、郴州、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14
个市州，浏阳市、麻阳苗族
自治县、绥宁县、衡东县、
株洲天元区等88个县市
区，长沙高新区、株洲高新
区、江华经开区、岳阳绿色
化工园等园区获得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