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佳蔚 张峰毓

“一个时代最大的好处是关注每个
个体的不同需求，无论是看湖南花鼓戏、
到‘笑工厂’听笑话，还是看话剧、听交响
乐，在长沙都可以实现。生活在今天的长
沙，我们很幸福。 ”12月3日，省市共建长
沙交响乐团揭牌仪式在长沙音乐厅举
行。 湖南省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室主任
郭丹感叹，近年来，一系列文化盛事在长
沙接连兴起， 这些建立在对湖湘文化自
信的基础上， 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的具体体现。

长沙的交响乐团不少
艺术氛围不错

长沙交响乐团（前身为湖南交响
乐团）、湖南爱乐乐团、湖南青少年交
响乐团、长沙爱乐交响乐团、湖南愿景
交响乐团、潇湘爱乐交响乐团、中南大
学交响乐团、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交响
乐团、长郡中学交响乐团、雅礼中学交
响乐团……湖南爱乐协会秘书长胡伟
说，长沙的交响乐团不少。

但长沙交响乐团是我省唯一的职
业交响乐团， 成立20多年来始终积极
推动交响乐的发展。

“长沙交响乐团从成立之初只能
演音乐小品、常规曲目，到现在演出了
许多大部头的、 在世界音乐史上有地
位的、有技术含量的作品，成绩令人瞩
目。 ”胡伟说，长沙交响乐团在许多方
面做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成绩。 2004
年， 该团在田汉大剧院举办了首个交
响乐音乐季， 在全国省级音乐院团中
走在前列。 音乐季的举办持续到现在，
从每年十几场固定到每年30场以上，
越来越多的音乐名家、大师来到长沙。
此外，该团在歌剧演出方面也有探索，
演出了全本歌剧《茶花女》《剧院经理》
《图兰朵》等世界经典歌剧作品。

“长沙喜爱交响乐的人不少，学校
和民间的一些交响乐团也具备相当的
水平和功底。 它们和职业交响乐团一
同为长沙交响乐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艺术氛围。 ”胡伟介绍，如雅礼中学交
响乐团曾应邀赴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
厅演出； 民营的湖南愿景交响乐团曾
在长沙音乐厅演出， 与多位音乐家合
作； 湘江边的杜甫江阁经常有小型交
响乐团演出，很受市民欢迎。

胡伟说，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孙国
忠曾在杂志上发文， 赞扬长沙观众对
交响乐具有高度热情和较高的欣赏水
平。

立足本土经济和文化自
信心态更开放

“近几年来，通过‘三馆一厅’等建
设， 长沙文化设施的建设呈现跨越式
发展，具备了较强的硬实力，我们迫切
需要软实力同步跟进。 ”长沙市文广新
局局长杨长江说， 交响乐在世界上广
受欢迎，有助于长沙更好地走向世界，
由此决定省市共建长沙交响乐团。 改
制后的长沙交响乐团省管体制不变，
仍然由湖南省演艺集团管理； 省属文
艺院团的性质不变，依然是省级乐团。

“世界上很多城市都把交响乐团
作为城市的象征。 加强国际交流，交响
乐是很好的‘语言’。 ”中国交响乐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陈光宪认为， 交响乐音
乐会有严格的观演礼仪， 有助于提升
观众的文明素养。

杨长江介绍，长沙市委、市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 支持长沙交响乐团
发展。 如每年提供专项经费；长沙交响
乐团和长沙音乐厅“厅团合一”，后者
将成为长沙交响乐团的常驻地。

长沙交响乐团团长肖鸣表示，接
下来，该团要启动全球人才招聘，对现
有团员重新定岗、定薪。

“交响乐团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 涉及演奏水平、 演奏员的综合素
质、乐器配置、管理等多个方面，需要
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 ”著名指挥家、
长沙交响乐团艺术指导于海认为，长
沙交响乐团具备了优秀乐团的实力，
但是距离国内一流交响乐团还有差
距，要通过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考核
制度提升演奏员水平。

于海说，多年来，长沙交响乐团坚
持举办“音乐季”“高雅艺术进校园”等
活动，但这还不够。 他认为，音乐季要
有目的性和主题性，从年初开始，以固
定频率演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
风格的世界经典曲目， 邀请不同的知
名音乐家指导和参与演出。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指
挥家谭利华建议， 要推出具有湖湘特
色的原创作品， 如该团2016年创作的
《通道转兵组歌》，艺术水准高，湖湘风
情浓郁。 同时，通过高雅艺术普及和文
化惠民措施培育市场。

“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不仅表
现为本土文化的兴旺发达， 也表现为
与国际多元文化的接轨和融合， 人们
的心态要更加开放。 ”省社科院城市文
化研究室主任郭丹说， 推动长沙城市
文化发展，交响乐是桥梁之一，根基在
于本土经济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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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不求升职加薪，也不贪不占，
只要能平平安安上班， 安安静静下班，
就算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又能
奈我何？ ”这是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
综治办禁毒专干王某， 多年来保持的
“佛系”上班心态。

近日，记者从衡阳市纪委监委获悉，
王某“栽”在了自己这种工作态度上。

拖拉懒散险酿大错
近年，“佛系”一词突然爆红。 身为

公职人员的王某也“赶潮流”，当上了
“佛系干部”，对工作拖拉懒散，能拖一
天是一天。

“你们的禁毒工作社会化管理系统
电脑录入数据怎么不全？ ”

“这本台账要求整理的相关资料怎
么没看见？ ”

“这项工作为什么还没有完成？ ”
今年9月，市禁毒检查组来呆鹰岭

镇检查指导禁毒相关工作时，发现该镇
禁毒工作社会化管理系统电脑录入信
息不全，其他台账资料严重缺失。

针对检查组提出的问题，呆鹰岭镇
采取一系列措施自查自纠。 深入调查
发现，王某作为负责禁毒数据录入、资
料收集、档案整理等工作的禁毒专干，
因为办事拖拉，工作失职，给该镇禁毒
工作带来不良影响。

消极怠工原是
“心态”作祟

“我……我还没来得及完
成 .……”面对纪检人员的调

查谈话，王某支支吾吾，有些不知所措。
“是没来得及完成，还是一直以来

你都是这个作风呢？ ”
一番沉默后， 王某自知瞒不住，终

于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又不想升官
发财，只要每天老老实实来上班，不犯
大错， 组织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吧？ ”原
来，在他的印象里，还没有谁因为“不做
事”就会受到处罚。

“既然‘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
不错’，我就干脆以‘不办错事’为标准，
什么都不想干了。 ”王某奉行着自己的

“懒政”原则，做事拖拉，效率低下，过得
“清闲自在”。

“你认为这样就不算犯错吗？ 应该
完成的工作没按时按质完成，对工作任
务敷衍了事，这就是不作为、慢作为，是
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啊！”纪检人
员的话，彻底点醒了王某，王某羞愧地
低下了头。

今年10月15日， 针对王某违反工作
纪律一事， 呆鹰岭镇纪委决定给予王某
党内警告处分，并将其调离工作岗位。

向“佛系干部”亮剑，不仅及时扭转
了该镇禁毒工作落后的局面，也给广大
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释放了从严治党
的强烈信号。

“大家千万别和我有一样的心态，
每天得过且过混日子，自认为有些‘小
聪明’，云淡风轻看淡了一切，其实这是

‘大糊涂’！ ”王某后悔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12月4日下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大厅里，
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位满头银发、身穿红
马甲的老人，指导病人或病人家属办诊疗卡，给
病人及病人家属指路、带路。 约3个小时的时间
里，几乎没有片刻停歇。

这位老人叫陈秋娥，今年已满69岁，原水电
八局退休职工，是湘雅医院的一名志愿者。

12月3日，在湖南省学雷锋志愿服务表彰大
会上，她作为先进典型代表发言，讲述了她66岁
来到湘雅医院当志愿者的故事。

年近古稀报名当志愿者，3年服
务1360小时

今年8月10日，临近中午，陈秋娥自己还没
顾得上吃饭，就先去为一位患者当起了“爱心快
递员”。 她手上提着社会爱心人士资助的营养
汤，专门提供给营养状况欠佳的术后病人。

“听医生说你女儿的病情没有那么严重，只
要安心治疗，一定会好的!”由于患者还在进行检
查， 陈秋娥便在病房门口与患者家属聊了一会
儿。 她的微笑和乐观的话语，让对方倍感宽慰。

陈秋娥告诉记者，2015年9月， 当她得知湘
雅医院招募志愿者时，第一时间就报了名，经过
近一个月的培训， 成为第一批走进湘雅医院的
社会志愿者。

选择当志愿者，与她生病的儿子有关。“我
儿子患遗传性出血性乙型血友病， 俗称‘玻璃

人’，碰撞不得，容易出血不止。 2000年他髋关节
出血不止，在湘雅医院住院，前后一年伤口才长
好，医生和护士都悉心治疗和照顾我儿子，尽可
能为我们提供便利和帮助， 我们单位还为我家
发起了募捐。 ”陈秋娥说，为了感恩回报，她便加
入到志愿者队伍中。

至今年12月初，她提供志愿服务时间已有3
年，累计在医院服务了1360小时。

为了给患者买一种药， 沿着湘
雅路上的药房一家一家找

对许多刚到医院的患者及家属来说， 医院
就像是一个迷宫，办诊疗卡、办住院手续、交费
取药不知往哪里走，去哪个病室、看哪个医生、
去哪里做检查更是让人晕头转向。 所以大部分
时间， 陈秋娥都在门诊大厅或各个科室为患者
提供导医、导诊、导检服务，遇到一些行动不便
的患者，还会替他们领取化验单、拿药。

陈秋娥说， 志愿者团队还开展了“情暖病
房”“爱心义剪”“心愿认领”等志愿服务项目，走
进病房为有需要的患者及家属送汤送饭、 理发
修指甲，帮助小患者实现小心愿等。

2016年4月初，有位湘西的孤儿在湘雅医院
住院无人照料， 志愿者承担了她住院期间的所
有照护工作，大家轮流值班，每天都是等她休息
后才离开病房。

“轮到我的那天，早上我做好儿子的早餐和
午饭后，就赶到病房照护。 女孩手术前一天，为
了买一种药， 我沿着湘雅路上的药房一家一家
找，回家时已经晚上9时多了。 我的肚子饿得咕

咕叫， 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儿子也陪着我饿到
这个时候。 ”陈秋娥说，这样的情况经常遇到，每
每遇到这种情况，也曾打退堂鼓。

不过，过了几天，小女孩出院前对陈秋娥说
“谢谢您，陈奶奶，我想和您一起照个相”时，看
着她灿烂的笑脸， 陈秋娥又觉得，“当志愿者是
多么快乐的事情，我还是要继续做志愿者，我要
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

“我一点不觉得自己老，会一直
做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目前， 陈秋娥是湘雅医院志愿者中最年长
的，大家亲切地称她为“陈奶奶”。

“和比我年轻的志愿者站在一起，我一点不
觉得自己老，我会一直做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
陈秋娥说，能和来自各个行业、不同年龄的朋友
们一起开展志愿服务，很快乐也很充实。

家里，43岁的儿子生活不能完全自理。 尽管
如此，她每个月坚持到医院做志愿者10次左右。

“每次短就是半天，长就是一天。 ”陈秋娥说，如
果要在医院一天， 都是给儿子做好早餐和午饭
才出门， 中午抽空回一趟家， 照顾儿子吃喝拉
撒，下午又继续到医院做志愿服务。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小事。 ”陈秋娥说，
走出家门参与志愿服务，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给
了自己一个很阳光的心态。

她的微笑和热心，温暖了患者及其家属。2016
年她获评湘雅医院“五星志愿者”，2017年获评湖
南省“最美志愿者”、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
愿者”。 根据她的真实故事改拍的微电影《信任再
传递》，在第十一届中国医影节中荣获“最佳公益
题材”“最美原型人物奖”等多个奖项。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陈秋娥希望有更多
的热心人加入志愿者团队，共同传递爱心，为社
会的文明和谐作出贡献。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黄礼 梁舒

11月29日， 湖南与韩国庆尚北道在长沙签
署建立友好省道关系协议书， 湖南与韩国终于
有了第一对省级友好城市。 韩方代表形象地比
喻为：“恋爱多年，今天终于结婚了！ ”

而行走在长沙、张家界等地的街头，可以看
到许多用中文、英文和韩文标注的路牌，也昭示
着湖南与韩国的亲密关系非同一般。

湖南与韩国有何渊源？ 故事还要从81年前
说起。

“韩国国父”暂居湖南：“在长沙
光明正大地用金九的名字”

在长沙市开福区楠木厅巷6号，坐落着一幢
晚清院落式的三层楼房，青砖黑瓦，门口用中韩
文写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长沙）活动旧址”，
这也是“金九活动旧址”。

因为沿线街区提质改造施工，近段时间，旧
址暂停对外开放。 隔着脚手架和围挡，古香古色
的公馆仍在静静诉说着中韩两国并肩抵御日本
侵略的深厚友谊。

时间拨回到1937年。“韩国国父”金九率大
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在这里度过了8个多月时
光。

金九原名金昌珠，号白凡，是韩国独立运动
家和政治家，被誉为“韩国国父”。 1919年，大韩
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金九参与并领导韩
国临时政府开展反日复国运动。 1937年中国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金九等临时政府要员带着
家属迁到长沙。

韩国临时政府在长沙的活动， 得到了当时
湖南省政府的帮助和支持。 为了让在湘韩侨了
解国际形势与中日战局，1938年初，长沙广播电
台增设了韩语广播。 为通信方便，长沙邮局还专
门为韩国临时政府设立了邮箱。

金九在长沙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他在
晚年撰写的自传《白凡逸志》中写道：我们在长
沙“受到中国政府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是难
民中的高等难民”“以前在上海、杭州、南京时，

除特别情况之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却光明
正大地用金九的名字。 ”

短暂的安稳不久后被打破。 1938年5月6日深
夜，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三党代
表在楠木厅6号召开会议讨论三党统一问题时，突
然一名奸细持枪闯入会场射击，与会者一死三伤，
金九先生是第一个中枪的。 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高
度重视，迅速将凶手抓捕归案，同时送金九到湘雅
医院治疗。在金九伤愈出院后，被湖南省政府安排
到安全性高的岳麓山上静养疗伤。

由于日军开始空袭长沙，1938年7月， 金九
一行乘火车离开长沙迁至广州，1940年再迁至
重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临时政府迁回朝鲜半
岛。 临行前，金九还专门举行记者会，向中韩人
民在共同抗日中结成的深厚友谊致敬。

友好合作全面开花：“如果要在
这份友谊上加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
是一万年”

金九离开了长沙， 但他在这里生活的印迹
被湖南人妥善保存了下来。 至今，“金九活动
旧址”门牌还留在长沙潮宗街小巷深处，成为韩
国游客来湘旅游的必选“打卡地”。 自2009年10
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这里共接待韩国旅游团、
参观考察团超过40万人次， 接待量在全国13处
涉韩纪念馆（所）中名列前茅。

以金九为纽带，湖南与韩国的情谊笃深。
1994年， 韩国LG集团与长沙770厂合资组

建LG曙光电子集团公司，总投资逾6亿美元，是
当时韩国在华最大的投资项目。 而韩国LG集团
也是进入湖南工业领域的首家世界500强企业。
此后，在LG的示范效应下，又有10多家与LG配
套的韩国企业相继来到湖南。 长沙经开区内，一
度崛起颇具特色的“韩资工业园”。

LG集团的重要生产基地，坐落在韩国庆尚
北道的龟尾市。 也正是这次经济合作，让湖南与
庆尚北道加深了解，往来更加频繁。 我省外事部
门顺势而为，1998年10月，长沙市与龟尾市在长
沙共同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开启了

湖南与韩国的“热恋”期。
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长沙与龟尾共互派

交流团组60余批、2000余人次， 在文化艺术、体
育、 青少年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友好活动。

在韩国民众中知名度最高的湖南城市，当
属张家界。

在韩国，没有人不知道张家界。 韩国《亚洲
经济》曾报道，在中国湖南省张家界市，休闲观
光的韩国游客比比皆是。 大大小小的韩国餐馆
宾朋满座，韩文标牌遍布大街小巷，就连当地导
游、宾馆服务员、抬轿子的轿夫，都用韩语跟游
客交谈。 韩国的旅行社在推介张家界旅游时，常
用“要孝敬父母，就送父母到张家界旅游”作为
宣传词。

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走越亲。 随着两地交
往日益密切，湖南与韩国的交流合作全面开花。

去年，我省对韩国进出口额为16.47亿美元，
同比增长26.6%，主要为化工产品、机电产品、玻
璃制品、零部件等。 其中，蓝思科技、瑞翔新材
料、博世汽车等企业是对韩国进出口的“主力”。
湖南也是韩国的主要投资地之一，到2017年底，
韩国共在长沙设立企业213家， 实际到位外资
14.22亿美元。

目前，韩国首尔、釜山、清州、济州、光州、仁
川等地均有航线直达湖南， 韩国是湖南开通国
际航线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沙市与韩国龟尾市、
张家界市与河东郡、益阳市与南海郡、株洲市与
抱川市先后结成友好城市； 韩国每年到湖南旅
游的人数超过30万人，是湖南的第一大客源国。

2008年， 湖南省公安厅与韩国光州警察厅
正式缔结友好合作关系，10年来，双方在信息共
享、 警员研修、 执法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

“如果要在这份友谊上加个期限的话，我希
望是一万年。 ”今年6月，韩国龟尾市青少年代表
团来湖南访问，当他们即将离开长沙时，一名韩
国少年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如今，湖
南与韩国的友谊已深深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相
信未来，这份情谊更加生机勃勃。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佛系干部”栽了

涉外故事 湖湘名片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办

81年前“韩国国父”金九先生暂居湖南，并架起友谊桥梁———

湘韩情谊 山高水长

银发志愿者 丹心慰病人
———“最美志愿者” 陈秋娥的故事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镜观其变 长沙港：从人拉肩扛到机械装卸

� � � �荩11月30日，长沙新港码头，所有货
物都是机械装卸。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1978年，省交通厅投资建设长沙港直立式
码头，并于1983年建成;2003年，长沙港霞凝港
区一期工程试投产，建成4个千吨级码头泊位;
2006年， 长沙新港二期工程实现竣工试投产;
2009年长沙新港完成货物吞吐量436万吨 ;

2017年，长沙新港完成货物吞吐量688万吨。
改革开放以来，长沙港实现了从人拉肩扛

过渡到新港全机械作业， 我省汽车零配件、机
电、农副产品、烟花等主要产品通过这里通江
达海、物流全球。

数据显示，我省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78年
的548.2万吨跃升到2017年的2.92亿吨，增长了
52.3倍。 基本形成以长江为依托、 洞庭湖和湘
资沅澧高等级航道为骨架、岳阳港长沙港为主
枢纽的内河水运体系。

� � � �▲1979年11月27日，长沙港。
（资料照片）

文化视点

“长沙喜爱交响乐的人不少”

漫画\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