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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合拍纪录片展现中国魅力

《这里是中国》
来张家界拍摄取景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6月19日至24日，大型中俄合拍纪录片《这
里是中国》摄制组来到张家界，进行为期6天的采访
拍摄。期间，摄制组将先后前往桑植县梭子丘白族风
情小镇，永定区天门山景区，武陵源区天子山、袁家
界及水绕四门等地，围绕自然风光、历史文化、风土
人情、旅游演艺等进行拍摄，用镜头“捕捉”张家界的
绿水青山、独特地貌和绝版风景。

据介绍，《这里是中国》是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纪录中国”传播工程重点项目，是由中俄双方
合拍的大型系列纪录片。通过精美的拍摄和剪辑，向
海外观众呈献一部展现中国魅力的佳作， 旨在对外
推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国》共分三
季，今年是第二季，摄制组将在北京、湖南、广东、上
海、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前期拍
摄，制作6至12集系列纪录片，制作成中、俄、英三种
语言版本，于2019年分别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
中国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海内外媒体播出。

衡州莲花落《彭玉麟下广东》
亮相非遗舞台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陆元连）6月19日晚，2018年衡阳市“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新时代·新征程”
非遗专题晚会在万达广场举行。晚会上，衡南县衡州
花鼓戏演艺有限责任公司精心编排的莲花落《彭玉
麟下广东》，引得台下观众满堂喝彩。

据介绍，莲花落作为一种说唱兼有的曲艺艺术，
清末开始广为流传，唱腔吸收民间小调，婉转流畅，
善于叙事，通俗易懂，生动风趣。

本次活动由衡阳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和
市文体广新局承办，晚会分为“美轮美奂·新景象”“美
名垂青·新手法”“美韵悠扬·新作为”3个篇章， 分别向
观众展示了全市非遗项目及传承人， 在新时代征程上
打造美丽衡阳、建设美好生活的新尝试和新贡献。演出
现场， 激情澎湃的衡阳丝弦、 融入非遗元素的服装走
秀、铿锵有力的衡州莲花落、完美结合现代手段的衡阳
湘剧以及意蕴丰富的衡州花鼓戏，一一精彩呈现。

据衡南县衡州花鼓戏演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介绍，这次《彭玉麟下广东》能在全市“新时代·新征
程”非遗专题晚会亮相演出，实属不易。编排创作经
过多轮的选拔和淘汰赛，为7县市区中入选的2个非遗
展演项目之一。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陶金生 陈红梅

【微档案】
彭本志，男，出生于1961年，湖南安化

人。1979年3月参加工作， 在安化县乐安镇
团云教学点坚守37年。曾获“湖南实事助学
基金杰出教师奖”、湖南省“寻找最美乡村
教师·优秀奉献乡村教师”“安化县优秀班
主任”等荣誉称号，两获安化县人民政府嘉
奖。

【故事】
这是一株桂花树。灰褐色的树干上，大

大小小的叶子聚集成团。6月的山风吹过，
深深浅浅的绿叶随风摇曳。

紧挨着桂花树的，是一栋二层、4间教
室、4间教师办公室的新教学楼。红色校门
上，金色的“乐安镇团云小学”鲜艳夺目。自
控打铃系统、校园广播系统、远程教育接收
系统等一应俱全，操场周围绿树成荫。来过
的人都竖起大拇指，这所村小建得不错！

“咳，可惜啊！还是留不住年轻教师。”
彭本志摇着头叹了口气，37年光阴浓缩成
他的白发和皱纹。“这里是山区， 偏远又清

贫，年轻人都不愿意来。”
年近六旬的彭本志有心事。众人却说，

他有两把“刷子”。
第一把“刷子”，是善于充分挖掘社会

资源。他从不为自己的事求人，却为建校筹
资千方百计“找关系”。上世纪90年代，学
校师生多房子缺，作为团云学校负责人，彭
本志多次与乡联校、 学区领导以及团云各
村组的干部联系，筹措资金2万余元，修建
了6间教师住房，建起了围墙和校门；近年
来，为建新教学楼，他充分挖掘社会资源。
2013年， 他积极争取来自各方的支持，筹
得资金50余万元建新教学楼、 修缮校园；

还有社会各界捐赠的爱心课桌、教学用品、
体育器材……从无到有， 校园设施和教学
设备不断得到改善， 学校也顺利成为湖南
省首批合格教学点。

第二把“刷子”，是干到老“学”到老。
“我都是50多岁的人哒，教低年级，普通话
不标准怕教坏了学生；上音乐课，五音不全
怕耽搁了学生；电脑我正在学，不然怎么教
学生？”彭本志内心忐忑，却又暗暗为自己
鼓劲，“为了孩子，再难也要学！”目前，学校
只有彭本志一人是正式老师， 另有两名代
课老师和一名退休返聘的老师。每年暑假，
他都申请前往安化县老师进修学校参加

假期培训，多次被评为优秀学员。翻开他的
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专家们的
讲学和他的心得。

“我做这么多事，只是想为这里的孩子
建一所像样的学校， 让他们能在自己家门
口读书。” 彭本志笑着边说边搓了搓手，那
双手纹路粗糙。

上世纪80年代，学校教室顶上没有天
花板，是这双手抬来楼板，为学生御寒；每
到夏天，山区总受旱灾之苦，是这双手晃荡
着两个大水桶， 到一公里外的地方担水回
来；是这双手，带着孩子们捡柴火、学种农
田，领着孩子们建设学校；是这双手，37年，
日复一日，在黑板上写下拼音和数字，教孩
子们认字、算术……

“学校最辉煌的时候， 有学生180余
人。2000年以后， 生源减少， 各地撤点并
校，团云从完小变成教学点。”学校从繁华
走向寂寞，彭本志感慨万千。“学校条件差，
老师留不住，大多数家长舍近求远，纷纷选
择外出陪读。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
变学校的现状， 让孩子们能在家门口读
书。”

现在，学校的硬件上去了，可年轻教师
仍不愿意来，师资力量上不去！怎么办？

乐安镇中心学校校长陈代亮建议，从
今年9月起， 乐安镇中心完小和教学点实
行“教师抱团”策略，老师们轮岗上课，以此
解决偏远教学点师资不足的问题。

彭本志笑了，笑得一派天真。

彭本志：建校梦虽圆 远忧谁能解

� � � � 课间休息时，
彭本志带着学生们
玩“老鹰抓小鸡”的
游戏。

肖志强 摄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这种特殊的党性教育活动，既奉献了同学
们的爱心， 也深入基层进一步了解了精准
扶贫工作，达到了‘双赢’效果。”6月17日，
长沙市委党校教育长汤新华、 长沙市委党
校第53期中青班班主任谈玉坤及浣毅、陈
刚、廖尚福、李人泰4名学员代表，冒着烈日
酷暑走进浏阳关口街道炭棚村特困户陶向

荣家，送上全班同学的拳拳爱心和9200元
“特殊党费”。

炭棚村位于浏阳关口街道，由于区位不
优，产业不强，于2013年被纳入省级贫困村，
在对口扶贫单位长沙市委党校、市工商局的
精心帮扶下， 该村于去年顺利脱贫摘帽。陶
向荣作为该村的兜底贫困户，两年前儿子患
尿毒症去世，儿媳离家出走，两老已丧失劳

动力，还需抚养读小学的孙女。摆在眼前还
有一个困难：门前道路狭窄破烂，不但行走
不易，稍不留神还会摔伤。

得知该情况后，第53期中青班班委会
第一时间倡导发动，全班46名同学在半天
内筹集“特殊党费”9200元，将专项用于解
决陶向荣一家出行问题。第53期中青班同
学表示，这次活动交纳的是“特殊党费”，走
进的是“特殊课堂”，通过这种体验式、互动
式党性教育活动，大家走入了基层、传递了
爱心、锤炼了党性，受到了教育。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
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梁辉 刘玉君）由湖
南省人民医院倡导的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
行动今天走进革命老
区浏阳，《“救 ” 在身
边———现场救护第一
目击者之歌》浏阳方言
版首次发布，浏阳市中
医医院加入现场救护
第一目击者联盟 。当
天， 湖南省人民医院
“仁术心连心” 博士专
家团13位专家在当地
开展义诊。

此次省人民医院
派出了以院长祝益民
为首的“仁术心连心”
博士专家团， 包括急
诊科、重症医学科、肝
胆外科等10个科室专
家， 为当地群众进行
义诊。 专家们深入病
房参与交班、查房，对
疑难病例进行会诊 、

讨论，开展科内小讲课，将专业前沿理
念和知识带给基层医务人员， 帮助他
们开拓眼界， 并有针对性地解答他们
的疑问，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当天
上午， 省人医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肖旭平教授应邀为一例术后复发的患
者进行支撑喉镜下喉乳头状瘤切除手
术。

作为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联盟发
起人， 祝益民在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成
立国内首个第一目击者现场救护专业
委员会， 并联合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
分会、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等4大
学术组织，共同倡议将每年1月11日设
立为“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日”，
以专业的力量， 从行业的角度影响全
国， 推动公众急救普及和急救体系建
设。两年多来，省人民医院培训普通民
众1万余人。祝益民表示：“广场舞和急
救歌曲只是传播形式上的创新， 归根结
底还是想普及急救意识以及能力， 让更
多的人敢救人、会救人，尽可能挽救更多
人的生命。”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通讯员 屈晓军 记者 左丹）
今天， 长沙师范学院与红黄蓝教育举行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 双方将在早教和幼教人才培养方面开启全
面合作。 同时， 红黄蓝教育将在长沙师范学院设立

“百万奖学金”， 奖励和资助该校学前教育优秀学生
和贫困学生。

长沙师范学院与红黄蓝教育将按照“服务教师
与学生，连接高校与企业，搭建平台，合作共赢”的定
位，开展全方位合作。按照协议，双方将通过共建早
教学院、开设“红黄蓝英才班”、合作开办早教和幼教
机构、 开展非学历早教人才培训和幼教精英海内外
高端研修培训、 承接各级政府科研课题或科研项目
等，在提升双方的社会知名度的同时，引领和推动学
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红黄蓝教育集团成立于1998年，2017年9月在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现拥有1300余家亲
子园和近500家幼儿园。

长沙师范学院是全国第一所独立升格的以学前
教师教育为特色的公办本科院校， 是湖南省学前教
育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的主阵地，教育部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实施单位，教育部“国培
计划”首批实施单位和示范性培训基地。

长沙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学全表示， 长沙师范
学院与红黄蓝教育机构双方通过全方位合作， 将进
一步促进学生专业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更好地
培养学前教育精英队伍，提高学校服务社会的品质，
并有力地引领、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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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师院携手红黄蓝
开展学前教育合作捐赠“特殊党费” 助力精准扶贫

扫黑除恶进行时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蒋新慈）“兄弟，过来我们一起开公
司，保证赚大钱当老板。”廖某的大学同学
郑某连续打来9个电话，“苦口婆心”劝他一
起干事创业，可是来到郑某的“公司”后，廖
某遭遇的却是遭非法拘禁、殴打、抢劫。
昨天，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对外通报，该
局打掉了一个涉嫌传销、非法拘禁、抢劫、
诈骗的涉恶团伙， 抓获团伙成员18人，破
获系列案件12起，成功解救受害人13名。

5月28日18时许， 芙蓉公安分局马王
堆派出所接110报警， 称在长沙市马王堆
某小区601房， 有多人被拉入传销组织后

被非法拘禁。派出所立即派民警侦查，发现
这是一个以传销为幌子，实施非法拘禁、诈
骗、抢劫等违法犯罪的涉恶团伙。当晚8时
许，抓捕组强行撞开房门，成功解救3名受害
人，并在房间内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

经过突审和调查， 发现该小区还有该
团伙另外两处据点。当晚11时许至第二天
凌晨1时，专案组乘胜追击，从两处窝点抓
获10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2017年12月以来， 犯罪嫌疑人
郑某、姚某、吴某等以合伙开公司、虚构高

回报产品的名义，先后将15人骗至长沙，将
受害人随身财物抢劫一空， 使用暴力手段
限制人身自由，逼迫其采取谈恋爱、交友、
投资入股等方式发展下线。为便于作案，郑
某、姚某、吴某等人在一个小区设置了3个
窝点，进行不同层级、不同人员的日常管理
和非法拘禁。 被胁迫的受害人对新进人员
再骗、再抢、再非法拘禁，先后有15名受害
人变成了帮凶和犯罪嫌疑人。

目前，芙蓉警方已依法刑拘郑某等18
名犯罪嫌疑人，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芙蓉警方打掉一个涉恶团伙

相约“开公司” 抢你“没商量”

楚剧入湘
6月20日晚，国家

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
播交流推广资助项
目、 武汉市新洲区楚
剧团创作的廉政楚剧
大戏《悬鱼太守》在湖
南戏曲演出中心上
演。楚剧，又名黄孝花
鼓戏、西路花鼓戏，是
湖北省具有代表性的
地方剧种，2006年入
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