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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邓芳 沈阿玲）今天，第六届湖南艺术
节全省基层文艺院团展演剧目专家评议会和
全省基层文艺院团发展座谈会在浏阳市举行。
我省戏剧界专家、相关县市主管部门和基层文
艺院团负责人共聚一堂，点评本次展演参演剧
目，为基层文艺院团发展建言献策。

与会专家认为，受大环境的影响，基层
文艺院团普遍存在缺乏资金、人才和场地等
问题，生存环境艰难。 从本届全省基层文艺
院团展演来看，我省基层文艺院团在戏剧的

阵痛中努力进取，逐渐找到了方向，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湘剧《十五贯》、阳戏《侗山红》、
花鼓戏《胡子将军》等剧目都可圈可点。

会上，浏阳市永红艺术团、益阳市花鼓
演艺有限公司、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等
基层文艺院团代表的负责人结合实际，分别
从民营剧团、改制院团、国有院团如何创新
发展等方面谈了经验和体会。 他们说，守本
创新打造精品力作、培养传承人是基层文艺
院团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基层连天地，小剧大作为。 ”童晓阳、陈

泗海、胡安娜等省内专家认为，此次参演的
剧目都是为人民抒情、 与时代紧密结合的，
因此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如复排经典剧目湘
剧《十五贯》不是简单地复制版本，而是深化
了主题，巧妙地找到了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
的契合点。 他们建议，基层文艺院团不要动
辄排演耗资上千万元的大制作， 要着眼生
活、关注人民，小剧种、小视角也可以很好地
演绎大主题。 要有质量过硬的大戏，也要有
常规性的剧目， 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同时，
让自身也“活”起来。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邓芳 沈阿玲）今晚，为期19天的第
六届湖南艺术节全省基层院团展演暨第五
届欧阳予倩艺术节在浏阳闭幕。 来自全省
的19个院团带来了18个剧目， 通过线上直
播和线下演出的方式，让观众过足了戏瘾。

为了让文艺创作成果惠及群众， 本次
展演通过网络全程现场直播，观众达到120
多万人次；实行演艺惠民，市民可以通过手
机订票选座“一元看大戏”，1.3万人次走进
剧场；聚焦展演活动的“平凡世界 记录美
好” 全民手机摄影大赛则收到了戏曲爱好
者拍摄的300多幅摄影作品。

闭幕式上，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为参演基层院团颁发了证书。

由怀化市鹤城区阳戏保护传承中心创
作的现代革命历史题材阳戏《侗山红》作为
闭幕式演出精彩上演。 该剧是怀化上河阳
戏首部反映通道转兵题材的作品， 通过塑
造红军排长李宝山、战士马大兵、侗族姑娘
月亮和她父亲龙十五、 芋头侗寨寨主杨寨
佬等艺术形象， 展现了红军战士对共产主
义理想与信仰的坚守、 侗族同胞和红军的
鱼水之情。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王文隆 ）
今天， 中国供销节目制作中心在浏阳市成
立， 今后将由浏阳广电负责中国供销卫星频
道县市一级节目的策划制作。 先期， 浏阳广
电将联合全国市县广播电视台， 为供销频道
制作《美丽神州行》《美丽乡村大舞台》两档原

创节目。
中国供销卫星频道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打造， 面向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行业用
户进行电视联网和手机APP推广， 实现电视
屏与手机屏多屏接收、互动，为广大农村居民
提供综合文化信息服务。 浏阳广电负责人王

桃文表示，浏阳广电将围绕“服务三农、特色
供销” 的定位， 不断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
式，讲好“三农”新故事，传递“三农”正能量，
展示“三农”好风采。

从2014年起， 浏阳广电先后发起成立了
有39个成员台的湘鄂赣广播电视联盟体、有
264个成员台的中国市县电视台原创节目交
流中心、 有29个成员台的湘鄂赣手机直播联
盟。 目前，浏阳广电每天生产原创电视节目1
小时、原创广播节目近9小时。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 夏喜衡 ）今天，由湖南雪峰山
生态文化旅游公司主办的“神韵雪峰·大美花
瑶”影展在湖南师范大学开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120幅摄影作品， 展示了雪
峰山大花瑶景区的迷人风景、神秘文化和旅游开
发成果。雪峰山大花瑶景区自然风景奇丽，集峡
谷、古树、怪石、飞瀑、梯田等多种景观于一体；人

文资源神奇独特，花瑶文化、高庙文化、屈原文化、
农耕文化、宗祠文化、抗战文化、巫傩文化等多种
文化形态共生。3年多时间， 该公司投资了5亿元，
打造了穿岩山国家森林公园、抗战古村阳雀坡、山
背梯田景区3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据悉，本次展览为期3天，免费对公众开
放。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左丹）今
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根据《湖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湖南省全面推进
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的通
知》，经专家组评审，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省发改委研究并批准，湖南省高等学校“双
一流”建设项目名单正式公布（本科院校）。

本次名单共包括“双一流”学校建设项
目名单（本科院校）和“双一流”学科建设项
目名单（本科院校）。 其中“双一流”学校建
设项目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国内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和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 入选数量分别
有4所、7所、4所和7所。

最受关注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中
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入围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湖南师范大学入围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与国家双一流名单
保持完全一致。 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分
为A类和B类，其中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
学、长沙理工大学入围A类，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南

华大学入围B类。
本次同时公布了湖南省“双一流”学科

建设项目名单（本科院校），学科同样也包
括四大类，共计有236个学科入选，其中世
界一流建设学科、国内一流建设学科、国内
一流培育学科和应用特色学科入选数分别
为12个、64个、80个和80个。

中南大学共有33个学科入围“双一流”
学科建设项目， 居榜首。 湖南大学紧随其
后， 共有29个学科上榜。 湖南师范大学共
有21个， 总数位居第三位。 国防科技大学
共计有16个入选， 湘潭大学共有15个入
选。

湖南省要求各高校采取有力措施，在
“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上，相应实施“双
一流”领军人才计划、创新团队计划、创新
人才培养计划、 科学研究计划和产学研平
台计划，确保实现“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
确定的战略目标。 湖南省将建立“双一流”
建设绩效评价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 打破
身份固化，动态监测、动态调整，形成激励
约束机制，增强“双一流”建设实效。

湖南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项目名单公布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胡沫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 10月26
日，常德市举办首届乡村文化交流论坛，邀
请文化部门、高校、特色乡镇、村（社区）及
传媒行业20多人，为常德乡村文化振兴支
招，让美丽乡村建设更有内涵。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是“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作为这次活
动的东道主之一， 镇党委书记杨国军向大
家介绍了该镇近年来在振兴乡村文化方面
的做法， 解答了“谁来做”“为了谁”“怎样
做”等问题，引发大家热烈讨论。

“乡村文化要接地气， 要在传承经典
的基础上加大投入， 开拓文化阵地， 壮大

民间演艺队伍。” 草坪镇兴隆街村党支部
书记易馥香结合自己的实践， 讲述了乡村
文化振兴中要解决的一些实实在在的问
题。

常带学生到农村调研的湖南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向阳提出， 乡村文
化振兴需要持久的内生动力， 这取决于百
姓参与的积极性。

省文化馆副馆长李桂林说， 常德历史
悠久，乡村文化极具特色。 他建议，在互联
网时代， 各地用创新思维继承和发扬传统
文化，并因地制宜，做好、做活“文化+”文
章。

你方说罢我登场。 3个多小时里，大家
先后发言，谈做法、讲问题、提思路，“干货”
十足，现场掌声不断。

常德举办首届乡村文化振兴交流论坛———
让美丽乡村建设更有内涵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曾翔）今日晚，2018年郴州国际休
闲旅游文化节在永兴县湖南长鹿国际生态
旅游度假区开幕。 开幕式上，投影水幕秀、
大型歌舞秀及十八般武艺、高空威亚、大马
戏等精彩表演，令游客赞叹不已。

这届节会以“锦绣潇湘·别样郴州，世
界长鹿·中国银都”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
安排了5大系列活动， 即永兴欢乐嘉年华、
首届银都电音节、花海欢乐世界体验周、招
商推介会、“舌尖上的荟萃” 湘粤美食体验
周。 节会将持续至10月31日。

近年来， 郴州市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区位交通优势， 把旅游业作为推动
转型发展、 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柱产业进行
培育，加快发展全域旅游。 目前，全市11个
县（市、区）有6个被列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 是我省目前创建单位最多的
市州。

永兴县立足当地山水生态优势，修缮、
扩建景点景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强化旅
游市场营销与形象推广。目前，该县有国家
级旅游景区4个、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1
个，先后被评为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县、中国
最佳文化旅游城市、 中国优秀生态旅游城
市。

郴州国际休闲旅游文化节开幕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基层文艺院团共谋发展

全省基层院团展演闭幕
120多万人次线上线下过足戏瘾

讲好“三农”新故事
中国供销节目制作中心落户浏阳

“神韵雪峰·大美花瑶”影展开展

� � � � 10月26日
晚， 演员表演
阳戏《侗山红》。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