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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7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 通 讯 员 曾 欢 欢 记 者
左丹） 今天， 深圳市人民
政府、 湖南大学、 美国罗
切斯特理工学院在深圳市
正式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共同决定在该市宝安区合
作举办湖南大学罗切斯特
设计学院 （深圳）。

协议约定， 湖南大学
罗切斯特设计学院 （深
圳） 旨在培养具有国际化
视野、 深厚文化底蕴、 掌
握先进技术的设计创新人
才。 开设工业设计、 视觉
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技术
等专业， 纳入湖南大学招
生计划， 面向海内外招收
本科生、 研究生， 办学总
规模为1500人。 学院采用
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
和管理模式， 充分利用罗
切斯特理工学院的课程资
源， 专业课程采用英语教
学， 师资由两校各选派三
分之一， 面向全球招聘三
分之一， 毕业生可获得两
所大学的学位。

湖南大学与罗切斯特
理工学院同为美国商业周
刊全球60佳设计院校， 其
中湖南大学工业设计学科
始创于1977年， 是全国最
早成立的工业设计学科之
一， 在国内工业设计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罗切斯特理工学院以设计、 艺术、 影像和
可持续设计学科闻名于世。

对于本次合作办学， 湖南大学校长赵
跃宇认为： “既是湖南大学服务‘中国制
造2025’ 国家行动纲领， 服务区域经济，
促进教育与产业发展的一种探索； 也是与
国际优秀教育资源合作， 有效调整国际化
复合型设计人才培养与输送模式的一种探
索。”

2014年湖南省 “欢乐
潇湘” 大型群众文艺汇演
决赛期间， 我有幸到长沙
观摩了几场演出， 让我感
到震撼。

这些年来，我去过很多
省市参加或者观摩文艺活
动。组织全省各个地区的群
众文艺团队参加海选，再选
择优秀的节目集中展示，这
种形式还是在湖南第一次
看到。

演出中， 有很多节目
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
而来，让我眼前一亮。 湖南
的百姓把地方的非遗项目
进行艺术性创作后搬上舞
台，展现给更多人看，让古
老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 。
许多作品改得很成功 ，既
有艺术性，又富观赏性，展
示了底蕴深厚的湖湘文
化，难能可贵。 行业内都知
道， 把传统非遗用新的表
现方式展现在舞台上 ，这
是非常难做的事。 海南也

在做，力度和高度还有待追赶。
总而言之，我认为湖南的“欢乐潇湘”

活动很有特色 ，组织非常严密 ，演员全部
来自基层，节目富有时代精神。 现在，国家
大力扶持群众文化，湖南在这方面率先垂
范，值得我们学习。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蔡舒恬 李先志

走进岳麓区学士街道文化站，楼道间，处
处点缀摄影、书法、绘画作品，让文化站充满
文艺气息。走廊尽头，是古朴典雅的书法活动
室，中间三张长桌上，笔墨纸砚俱全。墙上，数
十幅书法作品，楷行草隶，都是由街道居民创
作。

5月8日上午9时多，湖南工业职院大二学
生吴炳丰送来一幅书法作品， 参加“欢乐潇
湘”群众美术、书法、摄影比赛。 展开作品，墨
香扑鼻，“国魂”两个行楷大字，笔道流畅。 湖
南工业职院与学士街道文化站仅一墙之隔，
学校书法协会经常组织学生到文化站开展创
作交流活动。

“从4月底发出通知后，10多天已经收到参

赛作品近百件。 ”学士街道文化站负责人说，借
举办“欢乐潇湘”活动的机会，街道今年将成立
美术书法摄影协会，凝聚一批群众文艺人才。

目前，2015年“欢乐潇湘”群众美术、书
法、摄影活动已经在全省铺开。这一面向群众
的文艺活动，吸引了美术、书法、摄影爱好者
广泛参与。 在蓝山县，“欢乐潇湘 和美蓝山”
群众美术、书法、摄影大赛自4月22日启动后，
投递作品的络绎不绝， 截至5月10日共收到

各类作品260多件。
蓝山县的阮达英，是摄影爱好者。 5月10

日，他把《富阳平畈》、《云起三分石》、《一线光
明》3幅作品交到蓝山县“欢乐潇湘”活动组委
会。他说：“我从小喜欢摄影，除了爱好外，就
是想把湘江源头蓝山的美景用镜头记录
下来，对外推介宣传，‘欢乐潇湘 ’活动给
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

阮达英说，拍摄《富阳平畈》是源于对蓝

山古八景之一的神往， 想将古人传说的美景
用镜头记录下来， 呈现给世人观赏。 一天下
午，阮达英相约几个摄友，驱车几十里崎岖的
山路，来到海拔近千米高的羊车岭上，刚巧碰
上夕阳西下。 当火红的斜阳照在山底下的水
田上时，有如一面层次分明的金色镜子，阮达
英争分夺秒“咔嚓、咔嚓”几声将这一奇观抓
拍下来。 每每欣赏这一美景时，阮达英觉得，
再苦再累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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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群众文化活动搞得好，参与面大，覆盖
面广，在全国都是靠前的，体现了公共文化
为大家的主旨。 ”4月底，文化部部长雒树刚
在长沙调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这样
评价湖南的群众文艺活动。

2013年，湖南推出“欢乐潇湘”大型群众
文艺汇演，让百姓演主角，让草根当明星，成
为三湘百姓的“星光大道”。 湖南省委宣传部
巡视员魏委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活动
层层动员，精心组织，从乡村海选，到县市区
初赛、市州复赛、全省决赛，黄花垂髫、男女
老少纷纷上台秀才艺。 据不完全统计，每届

“欢乐潇湘”吸引了上万支群众文艺团队、数
十万群众演员参与，上千万群众观看。 既活
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积累了大批优秀节目，
群众也有了展示自我的平台。

今年，“欢乐潇湘”从群众文艺汇演向群众
美术、书法、摄影活动拓展，目前已在全省铺
开。 魏委介绍，活动将围绕“我们的中国梦”主
题，组织开展群众美术、书法、摄影创作和展
览。从3月启动到10月结束，每个市州和县市区
都将举办一场美术、书法、摄影展览。

“欢乐潇湘”活动的开展，扶植了大量的
群众文艺团队， 农民从文化的看客变成主
角，各地群众文艺活动氛围越来越浓。 今年

很多地方自发举办群众文艺演出，如湘潭县
在开展群众美术、书法、摄影活动的同时，还
举办群众文艺汇演活动。 魏委说，开展群众
文艺活动，既要“送文化”，更要“种文化”，让
文化的种子在三湘大地每个角落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几乎同时，湖南还启动“雅韵三湘”高雅

艺术普及计划，旨在为群众提供高品质的艺
术享受。 从2013年以来，“雅韵三湘”每年演
出200场以上，大部分为公益演出。

“欢乐潇湘”人人乐，“雅韵三湘”品位
高。 魏委说，两大平台交相辉映，普及与提高
相结合， 极大地活跃和丰富了群众文化生
活。

湖南省委宣传部巡视员魏委：

既要“送文化” 更要“种文化”

群众美术、书法、摄影活动火热，展开新一轮“欢乐潇湘”画卷——

翰墨飘香 光影成韵

湖南图书馆经常举办书法、 美术展览。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