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
讯员 欧阳友忠)“快走啊!看戏去，晚了就没地方
了……”2月10日，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古祠堂
内，锣鼓喧天，琴声悠扬，祁剧《草桥关》准时开
演。赶来看戏的村民李初中告诉记者：“今年春

节有点不一样，从正月初一到元宵节，村里都
有古戏看。另外，村里还组织了打糍粑、磨豆
腐、耍龙灯等特色民俗活动，让我们找到了多
年前的乡愁记忆。”

今年春节期间，宁远县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群众性“年文化”系列活动。该县文化系统组
织文化志愿者进社区、进乡镇、进景区开展“新
时代，新宁远，文化下乡”系列文化惠民演出
100余场。同时，政府扶持80余个民间文艺团
体，举办耍龙舞狮、踩高跷、扎故事等拜年活动
200余次。此外，群众还自发组织了“村晚”“趣
味年”“篮球赛”“书画展”等活动，为新春佳节
增添一抹文化气息。

宁远乡愁文化闹新春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陈阳 2019年2月14日 星期四
文教 07

!"#$%&'()*+',-./!"#&'()*+',-./!"#&'()01',-.

!"#$%&'()*+,-.
!"#$%&'()*+,-./(0123

4(0567$8*+9:8;./<=>?@
ABCDEF0567G8*H9:8;./IJ
KLBMNOPQRSTQ>?@USV@WXY
Z.[\]^_?`QRSVQXaOPQRbc
SVQdOPQeSVQ>fgQhF0567$

8*H9:8;./ijkPl`m
n"F05opF1q!"#$%&"' reF05$

*sF$*tu !"#()&%' rvwRF05opF
ox!"#()&(* rvwyzXF0567G8*H9
:8;./{ + |5}$8~*./���F0
5G8*H9:8;./X9F05G8*H9:

8;./�@X�F05$8*H,-8;./�
�j����?@Q@WXMN?`Q�STQd
?`QeSTQ>fgQchF05G8*H,-
8;./ij? �̀�OPQeSVQ�����
q���et�e�7e��:7��d����2
��*�{ ¡Xab¢f?���£¤����

ijl`d�fS£¤¥¦§m
¨F0567G8*H9:8;./�F05

G8*H9:8;./�F05G8*H,-8;
./©ª.[«¬X ®¯MN*H°±²j3
³X´µ¶·¸8~¹�2j�Rº»¼½>KQ
¾¿dÀÁQÂÃ6ÄÅÆ2Çm

!"#!ÈÉ� $%!%(,##+- - - - &'!F05ÊËÌÍÎÏÐ %$" r !"()!,'.(/+"$$"**$- - - - - $*!*$'+*%+'$0112345- - - - - - ! !"#$ + ! , #% -

./ 01#23 0456 789 :;< ./ 01<23 0456 789 :;<
! !"#$%&'()*+, !"#$%#"" &' !"-./0 #"""" !"123456789:;
% !"<#=>?@)*AB+, !(""""" !"CD%&'()*+, &# EFGHIJ&'(K+, $""""" EFGLMNOPQR

& EF!"STU&'()*AB+, ("!(""" &$ VWXYZ[\]^+, !)*"""" VWXY_`a&+,!Cbc2dEF
G%ef

) !"ghij0 %&!'"" klmnopqrs+ [\tu
!&%' vwx+yz{ &"" |} !"gh]&K+, &* EFG~���+, !(""""" EFG������R

( !"�gh�/0�FJ&�'+, #!""" !"�gh�/0 )" !"�[\��������+, %!$"""" !"�[\]^��R

' EFGVW��0 %$!"*!% EFGVWX�"E��� )! VWX�v��0 $("""" VWX�v[\]^+,!VWX�v`
9:;

# !"���#��%���0 #*"""" EFG ¡+,¢£&¤¥ )% EFG¦�]&§¨�'K+, !*%*()#,)! !"©@ª]0
$ !"�«¬®0 &$""!!",&* !"�®�]&+, )& EFG¯`gh°±+, !%"""" ¯`XLMR

* !"�²²��+, !&%(""" ³DX´5~µ¶pq" [\t
u %'') vwx EF=·¢¸�¹+, )) ¯`Xº»¼o]&6 !%""""

!" <FG½¾p¿À�'+,!"+, &"""""" Á¢)Â=>]&ÃÄÅ )( EFÆÇÈÉ0 '#))" ¯`XÆÇ`ÊË:Ì9:;
!! EFGÍÎ�Ï·+, !%"""" )' ¯`XÐÑÒ`ÓÒÔÔËÕÖ× %""""" ¯`XÐÑÒ`ÊË:Ì9:;

!% EFG¯`X��r0 !'''&$(&,&( ¯`¢)eÀ�Ø+,!¯`X]&RÙ
 !¯`XÚÛ0 )# EFÜ&ÝÞ+, (%"""" EFGÜ�ßà��R!EF#áÜ&+

,!EFâÒ#��%ãÜ)*+,
!& !"äåµ¶)*+, %"""""" !"�=>?@0K+, )$ !"�æçèªéê+, )%($%*,*) !"�12ëìíe+,
!) !"�îï��+, !)""""" !"ÁÒð�hñ )* ¢Ø=òó� )#'(&" ôÎ¿2ó���R

!( !"=õ%&�')*+, )"""""" EFö�§¨'(+,!<FG½¾p¿
À�'+,!"+, (" ¢Ø÷øùó� $%#""( ôÎ¿2ó���R

!' !"�=g�¹)*AB+, !"""""" !"�F2W�ëú�ûü (! EFGý�%e��R )"""" EF¬þ�ÿ'(+,
!# !"¬!p¿ÀU&'(+, !"""""" "2#$% $ &¿' %"(" vwx !"�¬!a&+, (% EF(#)*i/0 '"""""" (+(#]&¥EF(#��R
!$ !"��,]-�¹)*AB+, !"""""" EFGFw%&K+, (& !"¾IJ&�'+, !("*'!,( EF%eÀ&./0I¢¸�¹+,

!* !"�1Îp¿À�'+, !"(!"'((,'&
EFGÊ2[\34]^+,!!"�5
�J&+,!|6#EF$U&'()*+
,#78Ê$%EFGÊ29+:&Ù Ê$

() VWX;<[\]^+, (""""" EFG[�p¿À�'+,

(( !"=W>�0 !*("""""

%" !"?<p¿À�'K+, ("""""" (' EFG@AXBË®0 *""""" @AXC¤R
%! !"�@DEFD½+, !'""""" GHIJK0 (# !"LIgh�¹+, $$""""" !"LIMNúhëOP¤ÁQ
%% !"=RS�)*+, !%""""" �/��TU EFV�®WJ&)*+, ($ !"�X%&'(+, ((''&&) !"ÏY�ÿ�'+,

%& !"�Z][�)*+, %)""""" \]^ !- &¿_ !"$$ vwx
`¿'��TU (* !"�12ÁaëOÀ&+, $""""" EFGëIJ&+,

%) Á¢����!"+, %!&*)##% &!)'%*","! b} EFG][�cðd+,%Á¢����
ÁF+, '" !"efgh¥ &)'%)(,!* ij�/78 !"efgh¥

%( Á¢����!"+, *(&'!(( Á¢����ÁF+, '! !"�[kp¿À�'+, !!'#%)"!,'* kllmn`¿ ##$% vwx !"�[\k3]^+,

%' !"�P3]&+, %&$"""" !"��o2pq"^ !&$ &p
qTs"[\tu !)*),$( vwx

!"�®]&R% !"�ÊË:Ì%!
"P3W%!"rs0 '% !"�ît]�+, %"""""" EFGèuªv]&K+,

%# !"�P3]&+,P3�� !(""""" !"P3��pq !"�P3]&+, '& !"�%e./+, !!""""" wx�y%ez9+ {|¤}%
ez9~�

%$ EFGr����=+, &("""" EFGr�]&R ') !"�¦�+, )$#!"""" <FWM`¿ !#$,' �
%* EFG�������Ø+, $%*"""" EFG������R '( !"�µ�¦�U'+, (""""""
&" !"=á[\]^+, &&!)#%,&( VWX[\����f '' !"�¦�T0 &""""" �.^ &!" & #'$ vwxpÀ

&! ¯`X´��2ÁQ9:; !""""" '# !"�F�d��~� (*""""" F�d��~� ).' �{ %%%$
vwx

&% ¯`X���2ÁQ9:; !""""" '$ !"�¶)*+, !$""""" �T^ &)"" vwxpÀ
&& ¯`X¼�o9:; $"""" '* !"]-��+,!"lmn�� !&("""" lmn &%( vwxpÀ
&) ¯`X�?��0 #"""" ¯`X�?oÊË:Ì9:; #" !"����¶ !$&"""" !"�P¤+,

&( ¯`X�?2ÁQ9:; !""""" EFG¯`X����0 #! !"����+, !%$)"""" ��2�T1^ % & #(!#,(& v
wxpÀ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阳琼 谭玉华

2月10日晚， 隆回县六都寨镇张家铺村
举办第八届春节联欢晚会。歌舞、小品、说唱、
戏曲等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21个节目逐
一上演，洋溢着喜气，吸引附近近千人观看，
同时通过网络直播。

“很了不起，高雅又接地气，看着特别亲
切！” 身在外地的村民宁齐平看了网络直播
后，在评论区留言。

张家铺村是一个小山村， 位于六都寨镇
南部大东山脚下。近年来，该村因文化建设搞
得好而名声在外， 成了县里“文化明星村”。
2015年，该村颇具专业水准的铜管乐队“和
乐团” 上了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 节目。
2016年，该村将“村晚”节目搬上了央视《欢

乐中国人》舞台。
张家铺“村晚”从2012年起已办8年，节

目一年比一年精彩。 这得益于一个村干团队
的坚守，他们凭着对本土文化的挚爱，坚守乡
村文化振兴阵地，唤醒了村民文化自信。

今年34岁的张安兵是张家铺村人，从小
热爱音乐，6岁开始学小号。 后进入高校学声
乐， 兼修小号。2002年毕业后到驻南京某部
服役， 退伍后在广州现代管理学院工作。
2007年12月，在回村探亲时，张安兵看到村
里文化建设落后、 村风不正， 产生了一个想
法：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将村民组织起来，
教村民学点音乐、搞点文化活动，进而改善村
风。

2010年， 张安兵放弃在外面发展的机
会， 回村担任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兼文化辅导
员。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时任村支书周乐军，

得到支持。村里召开党员组长会议动员，并由村
干部上门做工作，招来几十个村民，组建铜管乐
队。随后，又组建了“和乐团”。当初的“乐手”们
从不识谱到会看谱演奏， 从演奏简单乐曲到世
界名曲，从参加管乐训练到编排舞蹈、小品等节
目，越学越有味，越练越有劲。

后来，村里又相继组建了舞狮队、腰鼓队、
舞蹈队、军鼓队、花鼓戏剧团等近10支民间文
艺表演队伍。 如今， 张家铺村2000多人中，有
400多人成了不同文艺队的成员， 村里每年举
办大小文化活动50余场，其“村晚”更是成为当
地一个文化品牌。

2017年， 老支书周乐军因年龄原因卸任
后，新选出的村支两委依然重视“文化兴村”。村
里还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一些影视机构前
来拍摄。如今，张家铺村村容美、村风正、产业
兴，群众文化活动越来越红火。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严洁

正月初八， 湘南边陲小镇、 德武之
乡———东安， 一场万人快闪《我和我的祖
国》，在县城纵情开唱。

上午9时52分，小提琴手吕海、陈娟
走下G2340列车，共同拉出一个音符，“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小
提琴手从东安东站移步入城广场、 新吴
公塔、新广利桥至聚德生态文化园，最终
止步于和谐广场， 与上万的群众融汇到
一起。

沿途可见舜皇城小区居民纷纷走出家
门，将新吴公塔、新广利桥围得满满当当；
聚德生态文化园里闲庭信步的老人与英姿
勃发的武术少年集聚到聚德楼，笑语盈盈，
同声歌唱，“我最亲爱的祖国， 我永远紧依
着你的心窝……。”

同一时刻，在和谐广场，踩着深情的节
拍，全国道德模范钟挺华来了，全国优秀教
师吴才有来了，最美乡村教师兰旭霞来了，
广场舞队、 太极队、 武术队与上万群众来
了，大家身披红围巾、手挥小红旗，热情相
拥，用歌声唱响东安，致敬祖国。

一群少年孩童一字排开， 手举15张印
有“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我爱我国家”
字样的红色KT板亮相全场，瞬间引爆群众
家国情怀的沸腾点。

“能在咱东安参与爱国快闪， 特别开
心、特别激动，浑身充满力量。”纵使曲调已
停， 就读青岛黄海学院大一新生的蒋俊依
然心潮澎湃。

老年大学学员文中百感交集地说
道，一直以为快闪是大城市的专利，想不
到我们小县城的快闪同样魅力十足，充
满正能量。

“文化明星村”的精彩“村晚”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获悉，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夜场”
拍卖会上，衡东籍国画大师陈少梅的画《二
十四孝图卷》，以2990万元成交，刷新其作
品的拍卖纪录。

据介绍，1923年，14岁的陈少梅加入
中国画学研究会 ,� 成为北平画坛盟主金
城最小但最为得意的弟子， 被业界誉为
“唐伯虎后第一人”。根据陈少梅《二十四
孝图卷》末帧署年款“戊寅”（1938年），可
知陈少梅先生创作此作时，尚不及而立之
年。“二十四孝”题材，来自郭居敬、郭守

正、郭居业等编著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
集》， 是中国古代宣扬儒家思想及孝道的
通俗读物。

记者看到，陈少梅的这套作品，通过
对这一题材加以诗意化的理解和意象化
的裁构，生动地展示了一个个古代生活图
景。 人物神情的刻画细腻自然而鲜明，恰
当地表现出他们的不同身份、性格和心理
活动。

据悉， 陈少梅的这幅《二十四孝图
卷》， 在拍卖过程中， 以1800万元起拍，
2600万元落槌， 加佣金最终以2990万元
成交。

东安万人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记者今天从衡阳市委宣传部获悉， 衡阳保
卫战题材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已在国家电
影局立项。衡阳市委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努
力营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支持，以确保这
部电影顺利完成拍摄，力争在2020年纪念
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时上映。

发生于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 是中
国抗战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战役， 衡阳
军民以1.8万余人的兵力，抵挡日本4个师
团13万兵力的进攻。 虽然衡阳全城在战

火中变成废墟， 仅剩下三间半石头房子，
但日本侵略军原计划三天破城的企图彻
底失败，从而影响了整个抗战战局。这场
战役不仅在中国并且在世界战争史上都
是经典战例，被史学家称为“东方之莫斯
科保卫战”。

据介绍，2017年6月以来，衡阳市委、
市政府着力推进衡阳保卫战题材电影筹
拍工作， 邀请国家一级编剧刘和平为电
影编剧主创人员，紧锣密鼓开展创作。目
前，电影《援军明日到达》筹拍工作在抓
紧进行。

衡阳保卫战题材电影立项
《援军明日到达》力争明年上映

国画大师陈少梅刷新其作品拍卖纪录
《二十四孝图卷》以2990万元成交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佳蔚）今天，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的“幸福节日”惠民演出———中外
名曲欣赏暨湖南青少年交响乐团成立4
周年专场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上演。

旋律明快、民族气息浓郁的《春节序
曲》拉开了本场音乐会的序幕，增添了节
日的喜庆。 紧接着，《梁山伯与祝英台》
《瑶族舞曲》《威风堂堂进行曲》《蝙蝠序
曲》等中外名曲接连奏响。台上，小小演
奏家激情演奏； 台下， 小小观众听得专
注。

湖南青少年交响乐团成立于2015
年2月，成员来自我省的大、中、小学，目
前已有百余人， 平均年龄不到14岁。乐
团成立4年来， 举办了近百场音乐会，曾
赴北京、上海、台湾、美国等地举办专场
音乐会。

湖南青少年交响乐团
献礼幸福节日

2月13日晚， 青少年们在演奏《快乐的萨丽哈》。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