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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屈智芳）昨晚，湖南省湘剧院“盛世华诞
湘韵流长” 建院70周年大型湘剧演唱会在长
沙音乐厅举行。

本次演唱会可谓名家荟萃，经典云集。左
大玢、王永光、唐伯华、陈爱珠、李开国、王阳
娟、庞焕励等多位湘剧名家，与李姬娜、曹威
治、蒋青青等优秀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吸引众
多新老戏迷前来观看。

演唱会采取了独唱、对唱、四重唱、大合
唱等多种演唱方式，融入现代时尚元素，让有
近600年历史的古老湘剧活力四射，老戏迷看
得过瘾，年轻观众有兴趣。《沁园春·雪》《沁园
春·长沙》， 苍劲的湘剧高腔尽展毛泽东诗词
的磅礴大气， 又极具湖湘韵味。《生死牌》《琵
琶记》《拜月记》《马陵道》 等经典剧目的经典
选段逐一上演，名角魅力无限，一开嗓，便引
发阵阵喝彩；《李贞回乡》《谭嗣同》《玉龙飞

驰》等新创作品立足湖湘本土文化，将传统精
髓与现代审美相融合，赢得观众喜爱。

湘剧是湖南的代表性剧种，2008年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湖南省湘剧院建于1949年10月，70年来，
创排了《拜月记》《马陵道》等多台好戏，涌现
出湘剧艺术大师徐绍清、 彭俐侬为代表的多
位名家。目前，该院获戏剧梅花奖及文华奖的
演员有5人，文华单项奖获得者有20余人。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孙婵） 今晚，“2019雅韵三湘·庆祝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革命现代京剧《江姐》献演”在
长沙实验剧场举行。

该剧讲述了江竹筠从奔赴川北的华蓥山
游击队， 强忍丧夫之痛开展革命工作到不幸
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开展对敌斗争，最终壮
烈牺牲的感人事迹。剧中《红梅赞》《绣红旗》
《不要用哭声告别》 等经典唱段广为流传，其

脍炙人口的唱词，细腻委婉的唱腔感人至深，
现场观众深受感染，看得入神。

据介绍，作为“雅韵三湘”项目中为数
不多的群众文艺团体之一， 湖南省京剧艺
术促进会此次排演的《江姐》集合了全省京
剧爱好者的优秀代表。 从演员到乐队以及
工作人员，都是由长沙、岳阳、湘潭、郴州、
益阳等地的京剧票友担纲，共计70余人。剧
组于2019年7月完成演员遴选并正式组建，

随后所有演职人员克服重重困难， 团结一
心，以高标准、严要求完成了剧目的排演工
作。其中，朱定芳、许淑环、李敏、文芳4名演
员分别担任不同场次的江姐角色， 她们的
表演各具特色， 再现了主人公江姐的光辉
形象。

据悉，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
省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 湖南省京剧艺
术促进会、长沙市群众艺术馆承办。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明理

义务教育质量事关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近年来，
长沙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把义
务教育摆在教育事业的首要位置， 推动义
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全市9个
县（市、区）在2013年均通过国家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县验收， 在2015年均获评为湖南
省教育强县（市、区）。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在农村，
难点也在农村。2014年以来，长沙市人民政府
先后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义务教育发
展的若干意见》《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多个政策文件，在办学条件、师资配置、经
费保障等方面倾斜支持农村教育发展。

学校硬件条件、 师资力量和生源基础
是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要素资源。
近年来，我市实施“建校、强师、招生改革”三
大举措 ，大力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 。近
3年，我市共建成标准化学校976所，全面改
善了城乡学校办学条件， 开始出现学生、教
师从城里“回流”乡村的现象。同时着力消除
大班额，2018年全面完成消除超大班额任务，
2019年秋季开学共消除大班额749个，超额完
成年度任务，2020年将全面消除大班额。

近年来， 我市不断优化中小学教师资
源配置， 切实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从

2009年起，我市组建市级名师工作室66个，
在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宁乡市设立名
师（特级教师）农村工作站41个，辐射乡村
教师3000多人次。 实施卓越教师队伍建设
工程，遴选市级卓越教师992名，其中农村
教师285名；遴选名校长62名，培养了一批
农村地区的名校长。

2014年，我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基
础教育集团办学的实施意见》，采取对口帮
扶、捆绑发展、委托管理等模式，以优质中
小学为龙头对口帮扶薄弱中小学。5年来全
市共建成品牌学校200余所，基本实现家门
口“上好学”的目标。

坚持特色化办学， 让每一所城乡学校
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品牌， 是推动义务教育
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展的创新举措。
近年来，开福区“公民教育”、芙蓉区“幸福
教育”、雨花区“生命教育”、岳麓区“传统文
化教育”、宁乡市“养成教育”等区域特色不
断凸显，并创建了一大批德育、体育、艺术、
科技等特色学校。

我市是首批全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
评价改革试验区，从全过程育人、全环节育
人的高度评估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和水
平 , 开创性地研制了中学教育质量综合评
价体系， 关注学生将来适应社会的核心素
养和关键能力， 分析所有学生以及不同层
次和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状况， 给每一个
学生、每一所学校都创造了出彩的机会。

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刘立明荣膺
全国“金刀奖”

为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
外科医师分会评选的最高奖项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通讯员 罗成 记者
段涵敏）记者今天从湘雅二医院获悉，在近日召
开的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年
会上，该院刘立明教授荣获中国心血管外科“金
刀”荣誉称号（简称“金刀奖”）。

“金刀奖”主要表彰工作在临床一线并取得
卓越成就的优秀心血管外科医师， 是中国医师
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评选的最高奖项。该
奖项经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委推荐， 由全体
委员等知名专家民主投票产生， 刘立明教授从
全国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以最高票当选并
受邀在大会发言。

据悉，这是继2009年胡建国教授获此殊荣
之后， 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专家再获“金刀
奖”。刘立明教授兼任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
微创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近年
主刀房颤迷宫手术年均200例， 为全球最多之
一，并主持科技部2018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课题

“慢性瓣膜病合并房颤干预策略的心脑肾临床
综合评价”。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通讯员 杨卫
星 童艳 记者 段涵敏）10月11日，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谢红付教授向涟源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捐赠关工基金100万元，助
学家乡。

谢红付教授是涟源市杨市人，曾获“全
国十佳中青年医师”“全国十佳中青年皮肤

科医师奖”“湖南省青年岗位能手”“湖南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称号，经常关注和
支持家乡的发展，多次为贫困户捐款捐物，
捐资进行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谢红
付表示，今后将继续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支
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对品学兼优的学生进
行奖励，对留守儿童、贫困学生进行资助。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均衡发展义务教育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陈薇）今
晚7时30分，大型原创组歌交响音乐会《天
职》，以“高雅艺术进校园”的形式在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举行首演。 现场，14首或婉约
或激昂的曲目， 为观众讲述了新时代大学
生投笔从戎、担当“天职”的壮志豪情。

据了解，交响组歌《天职》由省文联牵头
组织创作，省文联副主席、省音协主席邓东
源担任主创，携手王晓岭、车行、陈道斌、苏
虎、臧云飞、刘沙、邓晴等多位国内知名词曲
作家， 历时5年精心打磨而成。《天职》 分为
“序、主体节目、尾声”三大部分。其中，主体
节目又分为“菁菁校园-青春绚烂”“崇尚英
雄-青春无悔”“向往军营-青春精彩”“报效

祖国-青春无价”4个乐章。 整台音乐会共演
奏了14首作品，其中包括混声合唱、男声四
重唱、吉他弹唱、大提琴与管弦乐、男声独
唱、女声独唱等多种表演形式。

现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学生以及
来自社会各界的300余名观众不时报以热
烈掌声。作为一名从军36年的老兵，邓东源
坦言，创作这组交响组歌的初衷，是希望通
过交响乐的表现形式， 激励在校大学生在
新时代阳光下集合， 接受祖国的检阅和挑
选，积极应征入伍，为国争光。

据悉，此次活动由省文联、省演艺集团
公司、省广播电视局、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主
办，省音协、长沙交响乐团承办。

大型原创组歌交响音乐会《天职》首演
讲述新时代大学生投笔从戎的壮志豪情

湘雅医院教授谢红付捐资百万元助学

名家新秀演绎湘剧经典
湖南省湘剧院建院70周年大型湘剧演唱会举行

70余名湖南票友担纲

革命现代京剧《江姐》感动星城

10月11日， 长沙市天心区万芙北路青园小学
段，学生行走在“五色彩虹”步道上。该步道是天心
区按照“儿童友好”理念建设而成，长200余米，步

道边设置有座位
和代表中华传统
美德的汉字，宣扬
中华传统文化，方
便学生、 家长休
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五彩上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