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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7月3日上午，湖南广播电视台举办“宣传新
思想 讴歌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班，
并举行了《2017湖南广播电视台社会责任发展
报告》电子版全媒体发布式。该份报告以责任、
初心、荣誉三大篇章，全面介绍了过去的一年，
电视湘军是如何用一个又一个节目来诠释责任
和使命。

新闻影视大片：为了人民和碧水蓝天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人民作
出的庄严承诺。 湖南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扶贫一
直在路上。2018年2月，狗年春节。湖南卫视新闻
中心近百人的直播团队在国家级贫困县新化的

“古桃源”里过大年。自2013年起，“新春走基层”
大型直播活动让“汤湖里”“吕洞村”“香草源”

“惹巴拉”“苏木绰”“奉嘎山”等一批原本“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旅游景点一朝扬名，吸引游客蜂拥
而至，倒逼旅游开发，让村民走上致富路。

扶贫最重要的是人和信心。2017年“七一”
前夕，湖南新闻联播派出多路记者奔赴8个边远
山区贫困村， 顶风冒雨将镜头对准那些为了人
民的小康、忘我付出的“扶贫战士”。7月11日至
18日，连续8天，每集8分钟的新闻大片《为了人
民》，8位主人公代表我省数10万扶贫战士，感
动了无数人。

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2017年12
月15日至19日，5集新闻大片《为了子孙后代》
在湖南卫视播出，不少观众为徐亚平等5位以生
命守护洞庭的环保卫士点赞，为环境整治加油，
更多人加入环保志愿者队伍。

政治生态也要碧水蓝天。2017年春天，55
集现象级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黄
金段独家播出，获得口碑、收视双丰收。编剧周
梅森赞扬湖南广播电视台有“主流媒体的温暖、
地方大台的责任感”。

短剧晚会纪录片： 传承传播中华
文化之美

2017年8月至10月， 湖南卫视讲述20个家
风故事的《儿行千里》，无明星参与，深夜播出，
豆瓣评分竟高达9.0。总导演王琴原以为只是一
档中老年人喜欢看的家风节目， 想不到一些离
家的大学生也很喜欢。

传播传承中华文化， 湖南广播电视台一直
在做。2008年至今，每天上午8时，打开电视，一
档《中华文明之美》的迷你短剧以学童视角展现
中华传统礼仪及诗书礼乐之美。 走过16载的
《汉语桥》及《“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全球华侨华
人春节大联欢》《中餐厅》《歌手》 等成为向世界
传播中华文化的最佳载体。

传承技艺，弘扬工匠精神。2017年年底，湖
南卫视和芒果TV播出大型公益文化纪录片《百
心百匠》，名人精英向匠人拜师学艺，揭示传承
匠心的意义与价值。

动画综艺纪录片：青春励志不迷茫
湖南广播电视台坚持用有温度、 有态度的

节目解答青少年成长中的迷茫困惑。
2018年3月，湖南卫视、芒果TV播出的纪

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再现采访团队的青春
历险，让在巴基斯坦种水稻的蔡军、在哈萨克斯
坦修井的王金磊等5人成了“网红”，也让更多
年轻人思考青春的意义。

2017年7月，《快乐大本营》20周年特别节
目与“97后”优秀青年群体对话，《人民日报》刊
文盛赞其“谱写青春正能量之歌”。《天天向上》
推出“厉害了00后”“请回答90后”等特别策划，
展示当代青少年在科学、艺术、国际交往等领域
的优异表现。而《新闻大求真》《我是未来》向青
少年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金鹰卡通原
创动画片《翻开这一页》用经典人物故事，为孩
子们树立榜样。

边境之花、 时代新警、 计算小子……自
2014年起，湖南卫视推出《我的纪录片》，为奋
斗的青春立传。2017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
才扶持项目评选，《我的纪录片》获优秀栏目奖，
金鹰纪实频道制作的《田埂上的芭蕾》获优秀短
片奖。

纪实公益广告：引领时代风尚
2017年起，公益文化类节目成为湖南广播

电视台荧屏热点。
《快乐大本营》有“温暖有你，快乐出发”，

《天天向上》有“天天向善·公益故事”，《经视新
闻》有“爱心改变命运”，《经视焦点》有“送寒门
学子上大学”。同时，芒果V基金启动“基层医疗
公益计划”。

有故事的公益广告频繁传播正能量。2018
年7月1日，第二季“青春扬益”15条公益广告又
在湖南广播电视台各媒体播出，《年轻共产党员
的选择》《我的二维码名片》等刷屏朋友圈。

生活纪实让明星引领健康向上风尚。《让世
界听见》中，汪峰和蔡国庆到乡村支教，教孩子
们唱歌；《向往的生活》里，何炅和黄磊带一帮明
星劳作做饭；《亲爱的·客栈》中，刘涛夫妻引领
慢生活。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谢文彬）今天，省文明办等单位
发布了2018年二季度湖南省“新时代好
少年”名单，杨雨盟、肖锦承、杨涵予等14
名青少年入选。

14岁的岳阳“感恩女孩”杨雨盟患有
先天性耳聋，在爱心人士帮助下回归有声
世界后，热心公益，将更多爱心传递；16岁
的娄底男孩刘嘉铭勇斗扒手，身上多处受
伤仍说“不后悔”；11岁的常德非遗小传承
人谭笑执着于传播传统文化，主演的《马
马嘟嘟骑》 已作为常德丝弦的经典节目，
活跃在各类文艺演出中……

本次入选的14名“新时代好少年”
经湖南省各级各地广泛发动， 自下而上
层层推荐，通过学生评议、老师推荐、集
中评选产生。他们立志向、有梦想、爱学
习、爱劳动、爱祖国，为广大未成年人树
立了学习榜样。

今年1月，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联
合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湖南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等5部门联合下

发了《关于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
传活动的通知》，将每季度发布一次“新
时代好少年”， 通过同龄人的榜样示范，
激励引导广大少年儿童见贤思齐、崇德
向善，“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记者今天从联合利国文交所获悉，齐白石
系列画作将亮相荣宝斋(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

目前， 齐白石共有6幅作品拍价超过1亿元，
他因此位列近现代大师亿元榜榜首。本次拍卖将
要推出的齐白石画作共有6件，涵盖多种题材，其
中《双寿图》《荷花蜻蜓图》均有大拍记录和出版著
录，作品流传过程清晰有序。

《双寿图》是此次拍卖图录的封面作品，为
设色纸本，立轴。齐白石画桃多采用红花墨叶的
画法。画上有题识：“双寿，白石并篆二字。吾师
陈少蕃题桃实句云：华实各有三千年，何止万八
称寿考。白石又题。”题识中的陈少蕃是湘潭的
文人，齐白石年轻时曾向他学习诗文、篆刻、书
法等。

《荷花蜻蜓图》为设色纸本，立轴。它创作于

1954年, 是齐白石90岁时为著名画家吴作人创
作的。画上有吴作人上款，是名人之间的馈赠之
作，曾被上海博物馆收藏。作品构图奇特，一花
两叶穿插得非常巧妙。 尤其是几片朱红的花瓣
掩映于墨色的荷叶之中， 色彩对比强烈又十分
谐和。莲上蜻蜓，款款而飞，俯视荡澜的微波，让
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荷花》有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文物
鉴定证书》，这幅画展现了齐白石自创的“红花
墨叶”画荷方法。《菊石图》里，枝上两朵娇艳的
菊花在绿墨的叶子的衬托下，凸显华贵。茂盛的
绿墨枝叶与菊花的风韵交相辉映。 石上一只憨
态可掬的鸟儿，生动有趣。两幅《虫草图》中的昆
虫都十分生动。一幅图中，翠绿的蟋蟀身上绒毛
可见，惟妙惟肖；另一幅图中，空中蜻蜓透明的
翅膀网状脉络清晰，活灵活现。

电视湘军，用节目诠释责任和使命
文化视点

齐白石系列画作将亮相荣宝斋(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

� � � �齐白石———《虫草图》。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王球 曾妍

相遇
一朝相遇，如胶似漆。
1968年出生的刘女士是长沙市雨

花区人，2015年4月离异；1986年出生的
李先生是郴州市桂阳县人，未婚。双方通
过某社交网络平台相识、交往后，成为男
女朋友关系并同居生活。

同居期间， 刘女士出资17048元为
李先生购买金项链一条； 李先生到上海
参加技术培训，刘女士出资3万元；2015
年8月1日，李先生购买大众牌小型汽车
一辆，刘女士出资139000元，该车登记
所有权人为李先生。

2015年11月17日， 李先生与桂阳县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预售）》，购得商品房一套，李先生
用刘女士的农业银行卡贷款12万元。
2016年1月17日， 李先生在刘女士处借
款7000元。

同居一段时间后， 双方均无意再进
一步发展。2016年2月，双方解除同居关
系。2016年8月10日，李先生结婚组成家
庭。李先生将所购汽车转让给他人。

相争
一朝分手，形同陌路。
刘女士把李先生告上法庭， 提出如

下诉讼请求： 判令李先生偿还她借款
7000元， 返还价值17048元的金项链一
条； 判令李先生支付刘女士为其垫付的
培训费用3万元；确认大众牌小汽车所有
权归刘女士所有，由李先生予以返还。如
不能返还， 则由李先生支付刘女士该车
的全部费用149000元；确认刘女士享有
位于桂阳县某处的那套商品房的房屋所
有权。

庭审中，刘女士又变更诉讼请求为：
要求李先生返还财产共计375048元。变
更事实和理由：刘女士与李先生系恋爱、
同居关系，经过了近9个月时间的同居，
双方均无意再进一步发展，遂于2016年
2月解除同居关系。在同居期间所购置的
汽车、房屋以及大额支出等，均由刘女士

先期举债， 后期由刘女士单独还债，李
先生未尽丁点义务。

李先生辩称， 与刘女士恋爱期间
没有骗她的钱 ， 刘女士要求他偿还
375048元属于同居期间的正常开支。
他和刘女士曾经是男女朋友关系，所
有的钱财物品都是刘女士自愿赠与他
的。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刘女士的诉讼
请求。

判决
麻纱之事，法庭来断。
今年6月上旬， 桂阳县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 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原、被告在同居期间，原告给付被告财
物的金额为多少， 是什么法律关系，该
财物是否应予返还。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女士系离
异，被告李先生乃未婚，双方通过网络
交流交往并同居生活，且被告李先生在
庭审中陈述“因原告是富婆，且比他大
十多岁，结婚是不现实的，常人看就知
道是怎么回事”，为此，可以认定被告李
先生与原告刘女士交往恋爱同居并非
属于正常的恋爱关系，而是借恋爱关系
索取财物，此行为违反公序良俗、违反
性道德，为此，被告李先生辩称原告刘
女士所有给付的财物全属赠予行为，法
院不予采信。

对于双方交往的时间及给付金钱
的多少， 法院认为， 原告刘女士出资
17048元为被告李先生购买的金项链及
出资3万元用于被告李先生到上海参加
技术培训属赠予法律关系，系正常的恋
爱交往关系，该款可不予返还；原告刘
女士出资139000元为被告李先生购买
车辆，李先生用原告刘女士的农业银行
卡贷款12万元购买商品房并非刘女士
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款应予返还。被告
李先生在原告刘女士处借款7000元有
被告书写的借条及被告的自认予以确
认，该款应予以偿还。

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李先生返还
原告刘女士财产价值人民币259000元；
由李先生偿还刘女士借款7000元；驳回
刘女士其他诉讼请求。

14名青少年
入选二季度“新时代好少年”

岳阳市第十中学 杨雨盟
长沙市开福区洪西小学 肖锦承
株洲市芦淞区何家坳小学 杨涵予
湘潭市益智中学 易皓澜
衡阳市衡东县吴集镇栗木完小 谭美慧
邵阳市资江学校 陈奕灿
张家界永定区国光实验学校 甄 宸
益阳市人民路小学 肖亦珍
常德市北正街小学 谭 笑
娄底市第四中学 刘嘉铭
郴州市第三完全小学 田祎婧
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中学 谢丽红
怀化市第五中学 郑明进
湘西自治州泸溪县第二中学 雷建毫

名单：

� � � � 她，1968年出生，长沙市雨花区人，离异，徐娘半老；
他，1986年出生，郴州市桂阳县人，未婚，风华正茂。当他们
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

数十万元开支该不该还

法治故事

7月2日，游客在通道侗族
自治县龙底河景区漂流。连日
来，气温持续走高。该县龙底
河水清秀美，植被丰富，迎来
大批游客休闲避暑。

粟勇主 摄

青山绿水
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