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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2015年12月26日 星期六3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12月26日晚， 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
心将在花鼓大舞台剧场演出花鼓戏 《老
表轶事》， 拉开2016年“雅韵三湘·多彩
节日” ———元旦春节演出季的序幕。 即
将到来的2016年元旦和春节期间， 将有
28场公益演出， 为市民献上精彩的“文
化大餐”。

2016年元旦前演出的节目是：12月
27日，花鼓大舞台剧场将表演花鼓戏《打
铁》、《柜中缘》、《赶子》；12月28日，省木偶
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非遗展演剧场将
上演木偶戏《农乐舞》、《游湖》等，12月29
日，表演皮影戏《龟与鹤》《三只老鼠》等；
12月30日，湖南爱乐乐团在湖南音乐厅演
出“新年音乐会外国电影音乐精选”； 12

月31日， 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湘京苑上
演京剧 《大登殿》。

2016年元旦开始好戏连台。 1月1
日， 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在湖南音乐厅
演出“欢乐中国年” 湖南新年民族音乐
会； 同一天， 省杂技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公司在杂技亲子剧场上演杂技精品晚会
《青春如画》； 1月2日， 省湘剧院在湘江
剧场带来湘剧《玉麒麟》；1月3日，省花鼓
戏保护传承中心在花鼓大舞台剧场表演
花鼓戏 《三子争父》； 1月4日， 省话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在花鼓大舞台剧场带来话
剧 《偷偷爱》； 1月5日， 湘京苑将演出京
剧折子戏《宇宙锋》、《醉打山门》、《钓金
龟》；1月6日，花鼓戏《我叫马翠花》 在省
委党校演出； 1月7日， 省木偶皮影艺术

保护传承中心非遗展演剧场上演木偶戏
《青蛙王子》、《东郭先生和狼》、《狐假虎
威》等。

2016年春节期间，从2月10日 （农历
正月初三） 至2月21日 （农历正月十五）
天天有演出。 2月10日， 省木偶皮影艺术
保护传承中心非遗展演剧场演出《龟与
鹤》、《三只老鼠》、《狐狸与乌鸦》、《两朋
友》等，2月11日，表演《火焰山》、《哪吒闹
海》、《会摇尾巴的狼》等；2月12日，湘江剧
场上演湘剧《琵琶记》；2月13日，湘江
剧场演出湘剧《马陵道》；2月14日，花
鼓大舞台剧场演出《梦想之光》红色歌
曲演唱会；2月15日， 湖南大剧院A厅
表演儿童剧《白雪公主》；2月16日，花
鼓大舞台剧场演出花鼓戏《五女拜

寿》；2月17日， 花鼓大舞台剧场上演花鼓
戏《小砍樵》、《调叔》、《补锅》；2月17日，湘
京苑上演京剧经典《红色样板戏专场》；2
月18日，湘京苑上演京剧晚会《姹紫嫣红
梨园春》；2月19日， 花鼓大舞台剧场上演
《春天的祝福———群星璀璨》 大型演唱
会； 2月20日、 21日， 杂技亲子剧场上演
儿童魔幻晚会 《勇敢人的游戏———魔幻
变变变》； 2月22日， 花鼓大舞台剧场上
演 《元宵乐》 民族音乐会。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林华军 邹清华）今天上午，第五
届湖南艺术节优秀剧目全省巡演启动仪
式在长沙举行。湘剧《月亮粑粑》等12台在
湖南艺术节上获奖的剧目，将赴基层为群
众免费演出24场。

在今年的第五届湖南艺术节上，涌现
出了一批艺术质量高、 贴近群众生活、反
映时代主题的优秀剧目，其中，湘剧《月亮

粑粑》、花鼓戏《我叫马翠花》、巴陵戏《远
在江湖》、汉剧《孟姜女传奇》、花鼓戏《齐
白石》、京剧《辛追》、湘剧《烧车御史》、音
乐剧《天使合唱团》、话剧《泉涸之鱼》、花

鼓戏《月塘村的菁妹子》等10台剧目获得
“田汉大奖”；木偶剧《留守大山的孩子》、
杂技剧《梦之旅》获得“田汉特别奖”。

从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厅将组织这12台获奖优秀剧
目深入14个市州，免费为人民群众演出24
场，让基层老百姓欣赏到更多更好的高雅
艺术，享受更多文化实惠。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乔伊
蕾 通讯员 徐军） “虽然身在异乡，但
我还是希望能为家乡书法艺术事业繁
荣发展， 不遗余力奉献自己的力量。 ”
近日，省档案馆收到全国著名书法大家
李铎捐赠的5幅书法作品和大型套装图
书《李铎书法诗文影像集》等14件书籍
报纸资料。

据悉，为适应新时期档案工作改革
创新需要，拓展档案接收领域，丰富档
案馆藏资源，省档案局2013年启动湖南
知名文艺家建档工作，成立湖南知名文
艺家档案专馆，建立了一系列与各艺术
门类相关标准和制度，经湖南知名文艺

家档案专馆书法艺术专家顾问委员推
荐研究，局党组审核，确定李铎、陈羲明
等40名湘籍和外籍在湘知名书法家作
为收藏对象，其中在世25人，已故15人，
年龄都在60岁以上。 截至目前，共收到
书法家作品287件，资料369件。

“湖南开了为书法家建档的先河，
真是一件具有文化战略眼光的大好
事。 ”得知自己被纳入首批建档知名书
法家的消息，李铎非常激动。 他现年86
岁，定居北京，因患严重黄斑变性，左眼
全部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1，书写极度
困难。 为支持家乡事业，他凭着70年从
艺功力， 创作了5幅书法精品作为建档

之作。 他的作品平淡朴素中见俊美，端
庄凝重中显功力，形成李铎书体，其以
“临、立、变、创”为代表的书法理论体系
和艺术风格， 为书法事业繁荣发展、书
法艺术创作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介绍， 为知名书法家建档是省档
案馆开展为艺术家建档项目的首个艺术
门类。 所有入选书法家首次建档都捐赠
了5幅作品以上，在世书法家每两年还要
提交一次新近创作的代表作，已故书法家
则由家属及亲人向省档案馆捐赠，数量由
捐赠者自己决定。 所有建档书法家的作
品都是免费收藏， 档案馆不花钱购买，只
代表政府出资永久保管收藏。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陈超群
周翼） 12月25日上午9时20分， 韶山毛泽东故居广场，
迎着冬日的阳光， 来自全省各地的1290名运动员以长
跑健身的方式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2周年。

活动由省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委员会、 省直属
机关工作委员会和省体育局主办， 由韶山市人民政府
和湘潭市文体广新局承办。 比赛从毛泽东故居广场出
发， 经北环线至韶山火车站广场， 全程5公里， 设省直
机关单位和市州机关单位男女组、 高校男女组和韶山
青年男女组8个组别。

比赛吸引了9支省直单位、 14个市州、 7所高校和
部分韶山市民报名共计男运动员725名、 女运动员565
名。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来自省交通厅的向
永进、 赵季秋分别获得省直机关组男、 女第1名； 来自
永州市的杨苏林、 自治州的龚利君分获市州组男、 女
第1名； 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周子安、 郝建航分别获得
高校组男、 女第1名； 来自桃江一中的陈探宇、 李灿芳
分获韶山组男、 女第1名。

菊花一束祭伟人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曹辉 蒋睿 徐美) 每逢毛泽

东诞辰纪念日， 家住湘潭市岳塘区天鹤村的周先生都
会来到湘潭东方红广场“乡情” 雕塑前， 放一挂鞭炮，
以表达缅怀之情。 今天， 在毛泽东诞辰122周年前夕，
周先生一改往常的做法， 用鲜花缅怀伟人。

“用鲜花既文明又环保， 同样能表达我们的敬
意。” 今天下午， 在东方红广场， 周先生对记者说， 前
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湘潭市城管委发出鲜花祭奠倡议，
决定响应号召改用鲜花。

记者在东方红广场看到， 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对
广场实行了围挡封闭， 仅留主出入口2处、 副出入口3
处。 为引导大家摒弃陋习、 文明祭拜， 湘潭市城管部
门在5个出入口准备了2万朵简易包装的白菊、 黄菊。
像周先生一样采用鲜花祭拜的市民不在少数， 而仍采
用燃放鞭炮、 焚烧钱纸等传统方式的则鲜有人在。

“免费发放菊花的活动共持续两天， 从今天至26
日全天， 市民朋友们都可以来领取。” 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

长跑纪念
毛主席诞辰

元旦春节共享文化大餐
28场演出免费看

让老百姓欣赏到更多更好艺术

12台优秀剧目全省巡演

为湖南知名文艺家建档案专馆
目前共收到书法家作品287件

李
铎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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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艺
翻
拍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
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唐龙海 许
志华 ) 日前， 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游劝荣一同来到郴州， 与
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座谈，
征求对“两院” 工作报告的意
见和建议。

“省高院院长、 省检察院
检察长一起来征求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意见尚属首次， 这种
不愿给基层添麻烦、 增负担的
务实作风， 让我们惊喜。” 会
上， 发现新变化的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为这样“合二为一”
征求意见的方式“点赞”。 来自
教育、 科技、 文艺、 医疗等行
业的10名省人大代表和2名政
协委员， 从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规范司法行为、 推进依法行政、
深化司法改革、 完善干部选拔
机制等方面对“两院” 工作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康为民和游劝荣表示 ，
“两院” 工作在代表、 委员的关
心支持下， 有了新发展、 新进
步。 从大家的发言中， 真切地
感受到了代表、 委员们对于国
家法治建设、 司法改革、 “两
院” 工作的殷切期望和贯彻实
施依法治国战略的坚定信心。
监督是最好的支持，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要自觉接受人大和政

协的监督。 “两院” 将根据代表、 委员
的意见和建议， 修改报告， 改进工作，
努力完成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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