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姚卫平 记者 余蓉）“每个
孩子都应该被宠爱， 他们是我们
的未来，千万溪流汇聚成大海，每
朵浪花一样澎湃。”4日至5日，深
圳狮子会“走进大山·点亮留守儿
童希望” 公益助学活动走进泸溪
县宋家寨村给留守儿童献爱心，
受益山娃笑容满满。

走进宋家寨村，抬头是山，低
头还是山， 属全县贫困程度最深
的村。11名儿童因为家庭贫困，就
近在村小求学。

“谢谢叔叔阿姨给我送来的
礼物，有我最爱的画画本。”7岁的
艳阳是一名留守儿童， 父母为生

计在广东务工， 与年迈的爷爷奶
奶留守在村里。 一旁的小卓抱着
他的足球已经在操场上飞奔了，
小卓父母离异， 爷爷奶奶的身体
也每况愈下。

狮子会为全县154名孩子送
来了学习礼包、体育用品、衣服、
鞋子等物品， 并为21户贫困家庭
的孩子每户发放1200元生活补
助； 承诺维修宋家寨村小学教学
楼；为泸溪20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
术；开展“心光明”为留守儿童健
康心灵护航公益行动，为泸溪120
余名教师培养心理学技能， 帮助
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王伟）昨天，由中国
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金鹰纪实
频道主办的“童心依锦·2018青少
年传统服饰设计展演启动仪式”
在长沙举行。

来自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
会的相关负责人宣布新设立“文
化传承创新工作委员会”，该委员
会旨在关注少儿服饰文化。 此次
青少年传统服饰设计展演活动以
“立德树人”为主旨，面向全国青
少年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服饰设
计、展示、征集活动，遴选一批体

现中华传统内涵、 富有现代传承
作用的传统服饰， 推出一批文化
底蕴深厚、 适合现代审美观、能
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
服饰作品，通过湖南电视台金鹰
纪实频道、 芒果TV等媒体平台
予以展播，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据
悉，启动仪式后，该活动报名即
在全国展开。

现场，有来自北京、上海、山
西、浙江、广东等地的培训机构、
学校， 以及部分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等近300人参加活动。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戴雄 聂盟 ）“纪委的办事效
率我非常满意，让我帮弟弟领回了轮
椅。”6月7日，常德市武陵区河洑镇犀
牛口社区居民彭秋云感慨地说。

前段时间，彭秋云偶然得知武陵
区残联给弟弟阿华(化名)发放了价值
330元的残疾人辅助器具。 而弟弟去
年失踪，辅助器具是什么，谁领走了，

她一无所知，便通过“三湘e监督”微
信公众号反映问题。经查，阿华今年
47岁，患有精神障碍，曾走失受伤，失
去双脚。去年5月，武陵区残联为阿华
申请了一辆轮椅。因本人失踪，社区
便暂时保管。

这是武陵区利用“互联网+监督”，
实现服务“零距离”的一个例子。近年
来，该区纪委通过“三湘e监督”微信公

众号、“清风连心桥” 微信监督群和大
数据比对等互联网方式， 破解信息不
对称难题，推动群众“微监督”，盯紧
“微腐败”。目前，该区“三湘e监督”收到
投诉举报5件，已办结4件。同时，运用
大数据比对， 发现各种违规领取困难
补助问题线索147条。128个村(社区)还
通过“清风连心桥”微信监督群，公开
村级“三资”信息等5000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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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雨燕

6月6日晚， 大型现实题材话剧、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
作资助项目《沧浪之水》在湖南大剧
院首演。该剧改编自著名湘籍作家阎
真的同名畅销小说。话剧版《沧浪之
水》将如何演绎？记者深入台前幕后，
揭秘它的创作故事。

真实之上，突出传统精神
首演现场，看到池大为工作中的

不顺、生活在狭窄黑暗筒子楼的窘迫
等情节，很多观众感叹连连。坐在记
者身边的中年观众动情地说：“当年
就是这样的，真实是这部剧的生命力
所在。”

“读者多，看法也多。除了公认的
‘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还有人认
为这是一部讽刺意味极强的‘官场教
科书’。在我看来，作家在小说中虽然
描写了很多生活的灰暗面，但落脚点
还是在于弘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
独善其身’ 的中国古代文人精神。主
人公池大为经历种种磨难，改变了很
多，但骨子里的精神始终没有变。”该
剧编剧、国家一级编剧毛剑锋告诉记

者，话剧版《沧浪之水》更加突出了这
一点。

“公正总是在时间的路口等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等话语贯穿全剧。

池大为命运逆袭的关键剧情做
了修改。小说中，群众联名举报马垂
章， 池大为向马垂章揭发了举报信，
被马垂章重用的情节。 在话剧中，改
为了马垂章原本以为池大为被自己
打压，一定会参与举报。但是池大为
没有借机报复，马垂章欣赏池大为的
品格，重新重用了他。

该剧导演刘锷表示：“《沧浪之
水》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具有现实主
义精神，引发人思考，而不是简单地
歌颂或否定。这也是我们希望带给观
众的。”

精心编排，新颖手法
“小说我们都爱看，但对于舞台

艺术作品来说，它的戏剧冲突和故事
性不强， 都是些柴米油盐的琐事。近
40万字，大篇幅是心理描写。怎么可
能改编成话剧呢？” 毛剑锋参加国家
艺术基金复评答辩时，评委们首先对
他提出了疑问。

这正是毛剑锋创作剧本时遇到

的最大难点。“将人物和事件合并简
化，淡化时间抓主要矛盾，通过池大
为的性格与现实的冲突推动剧情发
展，加强话剧的故事性。”如池大为对
卫生厅在宾馆开会的巨大花费不满，
将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细算到会议
报告“一个字19块5毛”，并在民主生
活会上提出，引起轩然大波。

话剧与小说不同，大段的心理活
动叙述和议论会让观众觉得索然无
味。“剧中融入了很多样式感的内容，
引入了中国戏曲写意的表达方式，让
观众全程无‘尿点’。”该剧艺术总监、
池大为的扮演者王峰介绍。

如池大为犹豫要不要向马垂章
揭发举报信的一幕。 他坐在舞台中
间， 被6个面具人环绕。12只手伸向
他，内心的矛盾冲突表露无遗；孩子
被开水烫伤，身份低微的池大为在救
治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困难，在孩子的
哭声中，他从约1.6米的高台上直直向
后倒下， 那种痛苦无奈直击人心；又
如抗洪的一幕，黑暗中的24只手在光
带中跳起了特别的“手舞”，配合音乐
和环境声，将洪水泛滥、众人抗洪的
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心灵冲击蛮大。总的来说,我非
常满意。” 该剧赢得了原著作者阎真
的认可，看剧过程中，他曾几次落泪。

最强阵容，倾情演绎
为了向观众呈现最佳的艺术作

品，省话剧院派出了“最强阵容”。国
家一级编剧毛剑锋执笔改编，新锐导
演刘锷执导， 国家一级演员王峰、郭
晖等及省话剧院众多实力演员主演。
剧组还聘请了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唐
国文、国家一级演奏员赵鸿飞、中国
国家话剧院灯光设计师温晓楠等业
内精英参与创作。

演员们从3月份开始排练， 除了
法定节日放假了几天， 两个多月来，
每天都排练十多个小时，大家全情投
入，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该剧制片人、马垂章的扮演者石
岗的腿上有多处碰伤，几乎所有演员
都有。话剧的舞台设计融入了现代化
表达手法，演员们经常要在黑暗中行
走，一不小心就磕着了。卫生厅司机

大徐的扮演者彭元肾结石发作，在连
戏的时候，他忍着疼痛，当天工作完
成才去医院打止痛针和消炎针，第二
天又准时到场。许多年轻演员的孩子
小，为了不耽误排练，他们把孩子带
到排练现场。

石岗说：“这是省话剧院近年来
少有的原创大剧，好的剧作激发了大
家的热情。”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话剧《沧浪之水》的台前幕后

文化视点

2018青少年
传统服饰设计展演启动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邹靖方 ）6月6日， 联通沃悦读科
技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
悦读”）主办的“四时读书乐之名
家私享会” 在东方希望集团举
行。沃悦读特邀著名作家、心理
学家陈禹安老师为东方希望集
团员工分享“互联网时代的管理
心理学”。

东方希望集团在沃悦读和阿
里钉钉联合开发的“读书吧”平台
举办的“21天阅读习惯养成计划”
中，共阅读588本书籍，以高达8.8
万分钟的员工阅读时长取得企业

TOP3的好成绩，获得沃悦读提供
的“四时读书乐之名家私享会”一
场以及全集团所有员工在钉钉
“读书吧”90天免费阅读权。

目前参与“21天阅读习惯养
成计划”企业达9233家，完成坚
持阅读21天任务的人数达6000
余人， 企业总阅读时长超过120
万分钟。沃悦读将为更多积极参
与企业共读的用户提供名家私
享会，邀请名家上门授课，满足
企业用户的阅读和知识需求，为
“全民阅读” 落地打开一个全新
的窗口。

开启“21天阅读习惯养成计划”

“名家上门”零距离开讲

深圳狮子会泸溪献爱心

武陵区“互联网+监督”盯紧“微腐败”

� � � �《沧浪之水》剧照。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微档案】
杨国红，出生于1969年3月3日，湘

乡人， 中共党员。1997年在湘乡市教
师进修学校学习，先后在湘乡潭市镇
的洞山、新铺、九雁等山村小学，担任
语文 、数学 、历史等科目的教学及班
主任工作。现为湘乡潭市九雁学校洞
山教学点负责人， 所任教的数学、思
品等科目多次获得市级奖励。

【故事】
“来来来，看你们谁能打败我！”
一声吆喝，杨国红在桂花树下的

乒乓球桌前摆起了擂台，孩子们小雀
儿似的欢叫着围了过来。男孩子杨灿
发了个漂亮的旋球， 杨国红飞身接
住。 瘦高的黄琪琪只会简单地挑球，
杨国红和她玩起了挑高球。

6月4日，星期一。湘乡潭市镇九
雁学校洞山教学点，孩子们午后的快
乐被一个橙色的小球点燃。 杨国红，
则是孩子们这份快乐里的快乐，欢喜
里的欢喜。

山路十八弯， 弯进著名的湖南
“油海”———长洞九油茶林区。49岁的
杨国红，在这片林区的好几所小学辗
转来回，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当了20
多年的“孩子王”。

洞山是湘乡最偏远的农村教学
点，窝在林区深处的半山腰。1999年，
杨国红刚来这里当老师，崎岖山路就
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大雨天，山路上
全是烂泥巴，他骑自行车下坡时摔了
一跤，额头砸到一块大石头上，鲜血
直流。他用手压住伤口，在村卫生所
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往学校赶。 更难
的，是他顾了学生就顾不了家。父亲
身体不好，母亲瘫痪在床，妻子一个
人带着年幼的孩子，但他只能一个星
期回去一次。

去年下半年，洞山唯一的在编老
师退休，没有人愿意来。眼看40多个
孩子和3位老师没了主心骨， 正在九
雁学校任教的杨国红，主动讨了这份
差事：当两个班的班主任，一周上20
节课，每天一大早还要骑十几里路摩
托车下山， 为师生们采购午餐食材，
冬天寒风刺骨，下雨天全身湿透。

再上洞山，学校的硬件比当年好
多了，最让他费神的，是留守儿童的
内心贫乏，他们需要渗透到日常点滴
的陪伴、爱护与引导。哪怕是陪孩子
们玩几分钟乒乓球， 他都要细细琢
磨：“有的孩子很聪明， 玩什么像什
么，但有点小骄傲，你打球就要拿点
水平出来；有的敢上场就是很大的进
步了， 你就要想办法陪他们多玩一
会，给他们信心。”

每个孩子的特点
在杨国红心里都有
谱。 黄琪琪， 性格孤
僻， 跟随外出打工的
父母多次转学， 因成
绩跟不上而厌学，沉
溺于玩手机， 甚至连
饭也不吃。 彭正清，
犟， 一言不合就玩失
踪，躲进山洞。他的母
亲去世早， 父亲在外
打工， 他从小就被父
亲放在一家幼儿园
不管不顾，幼儿园通
过电视台才帮他找
到父亲。

惟有真正的爱才
能温暖、 感化这些极
度缺爱、 缺安全感的
孩子。黄琪琪数学底子太差，杨国红
给她开小灶， 每次教会她做一道题。
彭正清讲义气， 杨国红肯定他的优
点。他好动，精力充沛，杨国红就常邀
他打羽毛球、乒乓球。

但杨国红并不主张事无巨细的
包办式教育。 他尊重孩子们的天性，
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刚刚过去的
儿童节，他让孩子们全程策划组织全
校的庆祝活动， 老师们成了特邀嘉
宾， 戴上红领巾和孩子们一起唱歌、

拔河， 他感慨：“山里孩子不比别人
差，一样地天真活泼有才华！”

从青春飞扬到鬓角灰白，杨国红
默默陪着一拨拨孩子长大，是孩子们
心目中可亲的“杨爸爸”，不少学生现
在和他一样也成了乡村老师。 人们
说， 最彻底的改变是人心的改变，最
彻底的扶贫是教育扶贫。无数的杨国
红们， 就是最坚定的教育扶贫者，改
变人心者， 他们如万千微光汇成炬
火，点亮心灯，凝聚光明。

� � � �又是一年高考季，学子们正忙着赶考。湖南
日报社与湖南省教育基金会联合推出 “寻找最
可爱乡村教师”专栏，这是对教育的礼赞，更是
对用心血汗水培养学子的广大教师的一种特别
敬意。这个栏目，此前已连续举办了5年，报道了

100名扎根基层、 热爱乡村教育的优秀教师代
表，并开展评选活动，反响十分热烈。今年是第
6年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的报道 ，将展现
一个个新鲜的面孔， 他们教书育人的事迹值得
持续关注和传扬。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杨国红：点亮心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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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4日， 湘乡市潭市镇九雁学校洞山教学点，
杨国红在给孩子们讲解数学题。 肖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