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杨玉菡 张振武 邹盼）
10月11日至13日，湖南省第五届大学生城乡规划
设计竞赛在湖南城市学院举行，来自中南大学等
全省19所本科院校200余名选手参加角逐。

本届大赛以“共生、共享、共活”为主题，旨
在搭建创新平台，加强城乡规划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进一步引领和深化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综
合改革。 大赛设计题目为“某市生态住区规划

设计”，主要考察选手对区域整体规划、空间布
局、交通组织、建筑组合、景观营造等方面专业
知识的把控能力和快速表达能力。 经过角逐，
大赛评选出一等奖27名，二等奖37名，三等奖
50名，6所高校获得优秀组织奖。湖南城市学院
斩获一等奖8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2名，一等
奖获奖人数和总获奖数均居参赛队第一。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罗毅
通讯员 陈健林 ）10月13日晚，江永县凤凰
广场露天剧场，著名歌手、青年歌唱家李雨儿
深情献唱的《女书魂》，赢得了台下数千观众
的阵阵欢呼声。 这是江永推出的文化产业项
目大型女书史诗剧《八角花开》其中的一个篇
章。 当晚， 400多名群众演员参与了表演，该
剧将被打造为江永的周末剧场。

《八角花开》共由《姐妹书》、《坐歌堂》等
13个篇章组成，气势恢宏，令人震撼。 该剧
表现女书文化对女性精神的浸润。

此前的10月12日，以“女书唱给母亲
听”为主题的女书文化旅游周，在长沙铜

官窑古镇启幕。立陶宛驻华大使，越南、斯
里兰卡驻华大使馆秘书， 有关方面专家、
湖南书画名家与观众等1200余人出席了
开幕式。

据悉，活动期间还在江永推出了特色
民俗“瑶山油茶品鉴会”、闺蜜面具狂欢晚
会等具有浓郁特色的夜游节目，以及“约
上闺蜜去结拜，做客瑶绣坊”等女书民俗
体验活动。

江永县委书记周立夫介绍， 江永县将
联手长沙铜官窑， 精心打造非遗文化精品
旅游线路， 使之成为江永周末旅游新的经
济增长点。

大型女书史诗剧《八角花开》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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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 杨博理

城步地处湘西南边陲。近年来，我县
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工作目
标，坚持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促
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举
措，不断加大投入，调整优化布局，加强素
质教育，县域教育水平实现了整体提升。

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教育事业放在优
先发展的地位，注重教育投入优先，注重
教育人才优先， 尤其是着力提高教师待
遇，足额发放教师绩效工资、农村教师人
才津贴及农村教师乡镇补贴，加强乡村教
师周转宿舍建设工程。近三年来，累计招
聘特岗教师109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
教师69名。

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确保城乡协调
发展到位。近几年来，我县按照高中向县
城集中、初中向乡镇和城边集中、小学高
年级向乡镇和管区集中，初中和小学高年
级向寄宿制过渡的“三集中一过渡”模式，
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环境。对一些学
校校舍闲置进行改造后，用于农村留守儿
童寄宿，充分发挥农村学校和教师的教育
功能，让留守儿童在老师、同学群体中茁
壮成长。

目前， 我县投资2亿余元完成合格学校
建设工程和“全面改薄”工程。全县47所中心
小学以上学校全部建成合格学校，建成11所
乡镇合格幼儿园；全县108所薄弱学校完成校

舍改造； 完成15所中小学标准化教师周转房
建设；完成城步二中、五团中心学校、白毛坪
中学等14所乡村少年宫项目建设。 实现乡
（镇）中学、中心小学“数字教育”全覆盖，完成
了所有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和高中学校网络
（光纤）接入。

为确保教育扶贫落实到位，我县紧紧围
绕“一聚焦、两降低、三提高、四保障、六倾
斜、八免费”的思路，做到精准识别，精准资
助，为全县8422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足额发
放各类学生资助金。2018年， 累计发放各类
资助金2748.7万元； 为1122名贫困大学生办
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共900多万元； 落实困难
大学新生入学补助153人； 为50名建档立卡
贫困大学生争取泛海助学金25万元。因地制
宜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工作，学生在校开中餐率达97%以上，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自愿饮奶率98.2%,农村学生的
体质健康有效改善，我县的做法在全省得到
推介。

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为各学
校配齐专业教师，开齐开足课程，组织学
生开展各种体育锻炼，定期举办学生运动
会、校园艺术节等活动，让每一位学生健
身有技能、娱乐有特长。近年来，我县组织
学生参加全国各项学科大赛，获国家级奖
4个 、省级奖36个 、市级奖93个 。2018年全
县964人参加高考，共录取809人 ，比上年
增加117人，本科录取334人 ，其中一本上
线115人，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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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事业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黄志华 李叶

正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大爱·大
美———徐悲鸿与周令钊、戴泽艺术成就展”，吸
引了不少观众。10月13日上午，展馆迎来了一
位特殊的观众———年届百岁的湘籍艺术家、中
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

头戴米色鸭舌帽，身穿褐色风衣，系着黑
白条纹的围巾，周令钊坐着轮椅，缓缓进入展
厅。

当天， 馆内还有一场关于展览的讲座。中
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
亮、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邓锋，解读徐悲鸿
的学派和体系、北京艺术生态的变迁和徐悲鸿
画作《愚公移山》。

周令钊到时，讲座还未结束，他静静等候
在一旁。讲座结束后，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位
特殊的观众，大家都激动得拿起手机记录这一
珍贵的时刻。

“非常感谢大家来看展览，我叫周令钊。”
说完，周令钊举起右手，和大家挥了挥手。

湖南是够美的，要有美育的思想
“这张照片是我在南京照的。”
“那幅画是长沙五一广场，拐个弯就是八

角亭。”
“这张素描稿，是第二套人民币5元票面的

画。”
在“大爱·大美———徐悲鸿与周令钊、戴泽

艺术成就展”展厅内，一件件展品勾起了周令
钊的回忆。身边的人们无不惊叹于这位百岁老
人的记忆力。

周令钊是一位探索型艺术家，涉足多种绘
画媒介，在设计方面成就卓著，他曾参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政协会徽、少先队队旗等设
计，设计了共青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
勋章，负责新中国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整体
美术设计。

1945年，抗敌演剧五队要赴云南、缅甸慰
问中国远征军， 周令钊为他们设计了臂章。深
蓝色盾牌上， 上方中央是一个白色的面具，中

间是一个红色的“V”字，上面覆盖白底蓝字的
“抗敌演剧五队”字样。

周令钊指着臂章的图样，说起当年的设计
思路：白色的面具，一边代表喜剧，一边代表悲
剧。红色的“V”字，是罗马数字中的“5”，也代
表英语中胜利的意思。

《汨水平江》是周令钊及夫人陈若菊2011
年在北京创作的纸本设色大型画作。

看到这幅画，周令钊高兴地告诉人们：“这
幅画画的是我家乡平江，从平原到山区，我就
住在平江县城。”

长长的画卷中， 山林、 河流、 房屋都画得
十分仔细， 一看便知创作颇有难度。 周令钊透
露了创作的方法： 买一张地图， 再把地图立体
化。

整个参观过程， 周令钊身边都围满了观
众，他们不时找机会与周老合影。周老都很配
合，还在合影时挥手致意。

有观众趁机向他请教：画好画的秘诀是什
么？如何做好美育？

周令钊想了想，缓缓地说：“我也没有什么
更好的建议，就是多画。美育对中国人很重要。
湖南是够美的，只要有美育的思想，注意周围
的人物、景物、故事，就可以找到很多与美育有
关的事物。”

“世界上那么多地方，我最喜欢
我的家乡”

“你们都是湖南人吗？” 休息的时间， 周
令钊问周围的工作人员、 慕名而来的“粉
丝”。

大家答道：“我们都是湖南人。”
“湖南人就要讲湖南话。”说罢，周令钊开

始用一口纯正的长沙话和大家交流起来。
他告诉人们，他小时候在岳阳平江长大，7

岁后来到长沙，在长沙住了很久。
近些年， 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湖南。看

到长沙的变化很大，他很高兴。接下来，他要在
湖南走一走，再去平江看一看。

有人问：“平江话您会说吗？”
周令钊马上用平江话做了回答。
“经常有人问我，你去过世界上那么多地

方，最喜欢哪里？我最喜欢我的家乡！”这句话，
周令钊再三说起。

他告诉人们， 长沙很美， 风景好， 故事
多。 长沙的糖油粑粑、 米粉都很好吃， 只要
是家乡的东西， 不管是长沙的、 还是平江的，
都好吃。

周令钊问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马王
堆的展览怎么样。

“我看到过辛追夫人，汉朝的人还像活着
一样，皮肤还有弹性，不简单！”周令钊说，辛追
夫人出土时，他和夫人陈若菊等一批我国的绘
画高手，曾应邀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作画。

得知改扩建后的新馆增加了反映湖南区
域文明发展进程的通史性基本陈列———“湖南
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周令钊表示，很有
必要。

听说记者供职于《湖南日报》， 他嘱咐记
者：“长沙是个好地方，作为记者，应该有很多
可以记录的。（你要）好好地工作，好好地注意，
可以记下很多有意思的新闻故事，告诉广大读
者。”

总把事情做在前面，从来不熬夜
周令钊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

像的主笔。 好奇的人们问他：“这么大一幅画，
画了多久？”

他答道：“我画画很快，画了不到三周。”
周令钊透露， 这幅画是对着毛泽东主席

的照片画的。 作品快完成时， 聂荣臻去看画，
提出照片中没有扣上风纪扣， 画像中还是扣
上为好。

“于是，我就扣上了。”周令钊说着，笑了。
周令钊的女儿周容告诉记者，父亲性格很

好，从来不急。话不多，总是忙着干事。生活很
有规律，从来不熬夜。

记者有点惊讶：“周先生做了那么多重大
的、紧急的工作，不熬夜吗？”

“是。 ”周容说，“只要事情来了， 他马上就
画， 从来不拖。 抓紧白天的时间， 从来不浪费
一点。 他总是把事情做在前面， 所以干什么
事情都从从容容的， 干了比别人多很多的事
情。 ”

百岁周令钊回湘———

“我最喜欢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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