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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人物简介：刘跃平，长沙圣马钛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从一名电器销售经理
到跨界创业开办艺术培训机构， 仅仅4年，
32岁的刘跃平就在长沙开出了16所培训机
构，成为湖南艺术教育界的一匹黑马。

创业前， 刘跃平在一家大型电器公司
从事销售工作， 从一名普通业务员升为湖
南区经理。 因厌倦做业务过程中的应酬，
2012年，刘跃平辞职创业。

“当时心里挺纠结的。”交通安全专业
毕业的刘跃平坦言，隔行如隔山，面对完全
陌生的领域，他心里没有底。

起初，招生困难，刘跃平和员工每天都
去人流量集中的地方发传单。 上街发传单
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老板就应该与大
家同甘共苦， 作为创业者即便是最不起眼
的工作， 也应该认真对待并付出百分之百
的努力。”

2016年7月6日一大早，刘跃平穿好西
装、打好领带，带着19名新员工，走上大街

宣传招生。 今年他的目标是招生再增加
50%。

“凭什么能完成这么高的增速？”面对
记者的疑问，刘跃平告诉记者，这来源于
学校对现有艺培模式的改革。

艺术培训学校的老师大多是兼职上
班，往往是完成任务式地上课，把艺术培
训学校当成自己“捞外快”的地方，很少有
人长久安心地在一个地方教学，离职率高
达60%。

“这非常不利于学生学习的延续性，
不利于教学改善和学校管理。” 刘跃平介
绍，他一直坚持使用全职老师授课，成为
湖南最先实现教职工全职化的少儿艺术
培训学校。“学艺术的人都喜欢自由，不想
被拘束，但从事教育工作，最重要的就是
责任，我们得对学生负责。”

不过，刘跃平的理念最初并没得到老
师们认可。教师全职化，意味着得对老师
进行考勤，老师不再是上完课后就离开学
校办自己的事，这一度引发了学校老师全
员离职。

“老师们觉得管理太严格，不适应。”
刘跃平无奈地说， 当时老师离开不说，30
多个学生家长也要求退还学费，他只能一
边安抚学生和家长， 一边尽快招人补缺。
为让老师有归属感，他还鼓励老师们入股
开分校，让老师成为合伙人。

2015年， 在全国艺术过级考试中，圣
马钛有300名学员参加考试， 通过率达到
100%，被省文化厅授予“百佳艺术人才培
训中心”。

“我的目标是做湖南人自己的少儿艺
术教育品牌，并引领行业发展。”刘跃平打
算未来发力一站式教学，继续做大做强艺
术培训的同时逐渐开设文化课程。

高度的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陈薇
实习生 卞寒月）7月22日晚8时20分，
《我们来了》（原《偶像来了》）第二季将
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 赵雅芝、 刘嘉
玲、莫文蔚、陈乔恩、谢娜、江一燕、奚
梦瑶及徐娇8位女嘉宾将在汪涵、袁弘
两位“队长”带领下接受一系列挑战。

据悉， 曾于2015年暑假在湖南
卫视播出的综艺节目《偶像来了》第

二季正式更名为《我们来了》。时隔一
年，这档开创了“女综时代”的现象级
综艺节目强势回归， 将以全新面貌与
观众见面。《我们来了》在节目理念、内
容策划、制作编排上有了新调整，除了
延续第一季的温情路线，保留“明星嘉
宾围炉夜话、温馨对谈”等环节外，第
二季还增加了两队之间对抗与挑战的
体验内容。

湖南卫视《我们来了》今晚首播

刘跃平：

做湖南人自己的
少儿艺教品牌

7月21日， 衡东县星艺舞蹈培训学校， 小舞者正在练习芭蕾舞。 暑假期间， 各类特
长爱好培训班受到家长欢迎， 可以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到专业的艺术技能， 度过一
个充实的假期。 陈涛 摄

暑假里， 学跳舞吧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明义 何晓明

7月20日， 临澧县佘市桥镇殷家
村，75岁老人李绍林含着热泪对镇卫
生院的陈医师说：“搭帮你上门精心治
疗，我的肺气肿病好了一半，你是空巢
老人的保护神啊！”

李绍林是一位空巢老人， 老伴早
逝，儿女都在江西打工，身边无亲人照
顾， 加之多年肺气肿病缠身， 枯瘦如
柴。 镇卫生院组织的医疗队走村串户
扶贫来到他家，决定定期上门服务，送

医送药到家。
随着气温不断提升，来镇卫生院看

病的村民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是空巢老
人。他们到医院看病，没人陪护，家属很
少露面，有时虽然来过，但也是讲几句
话就走了。

针对以上现实，镇卫生院召开院务
会， 决定每年压缩一切非生产性开支，
建立20万元扶贫资金，用于解决农村特
困户医疗费用。

镇卫生院还为2249名农村65岁以
上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 对患有脑梗
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老人
进行上门服务，定期随访，指导患者规
范治疗，为11名农村70岁以上贫困老人
提供帮扶资金7.3万元。

情系空巢老人

宋智富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三个更”凸
显了文化自信的独特内涵、 重要作用及其在
“四个自信”中的特殊地位。那么，作为中国
人，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底来自哪里呢？

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作为世界上
唯一薪火相传5000多年、弦歌不绝的璀璨文
明， 中华文明为人类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拥有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中华文明中
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孕育了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等宝贵品格，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
的思想体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
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
和善”的道德观、“天下为公、重义轻利”的价
值观等伟大智慧，历经千年，世代延续，渗透
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中，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
滋养， 是我们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的根
基、血脉和魂魄。

来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
中孕育的革命文化。 从嘉兴南湖的红船到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 从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
利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的
革命征程中，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抛
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宁折不弯，甘于奉

献、奋发图强，谱写了一部彪炳史册的光辉篇
章，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朽的精神特质，也
为中华儿女留下了宝贵的革命文化财富。“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这些
红色基因已经渗进我们的血液、 浸入我们的
心扉， 是我们传承红色江山的精神航灯和信
念路标。

来自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到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新时期；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迈向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指引着一个曾经危在旦夕、一
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
领着一个积贫积弱、饱经磨难的民族昂首踏上
了伟大复兴的光荣征程，一次次刷新了发展速
度，一次次让世界为之瞩目， 13亿多中国人享
受到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中国在国际社会
的影响力和地位也空前提高，特别是“中国梦”
的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等极具中
国哲学智慧的重大方略和外交思想， 正在深
刻影响着世界， 中华文明正在与世界文明的
相互交融中熠熠生辉。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越
是民族的，越是世
界的。一个抛弃或
者背叛自己历史
文化的民族，不仅
难以赢得尊重，更

不可能行稳致远， 甚至会滑向悲剧的深渊。当
然，坚定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夜郎
自大，更不能坐井观天、管中窥豹。中国既坚持
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 又坚持取长补短、择
善而从，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汲
取着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养分。我们要像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不忘本源、立足当下、面
向未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
发，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
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
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
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
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
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
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不
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
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的
中国”。

“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
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高度的文化自信不仅
为我们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向，更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系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刘跃平 图/张杨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国斌）记
者今天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 考古
专家在宁乡炭河里古城附近的新屋湾遗址，
发现了与炭河里古城同时期的建筑遗迹。

宁乡炭河里遗址， 是一处重要的商周
遗址，曾出土四羊方尊等青铜重器。2015年
10月， 宁乡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配套
设施项目启动。 文物部门随即启动相关考
古调勘工作，在炭河里城址东南约1公里的

地方，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即新屋
湾遗址。

经考古发掘， 新屋湾遗址揭示出一批分
属西周、战国、汉及唐宋时期的遗存。考古发
掘领队赵亚锋介绍，发掘区内揭示出的遗迹，
最主要的是两组建筑遗迹。 第一组为成规律
分布的多组柱洞，柱洞内黑灰色填土，代表着
一组汉代建筑遗迹；第二组由5条灰沟及不成
规律的系列柱洞与灰坑构成， 代表着一组西

周时期的建筑遗迹。5条灰沟中，位于南北两侧
的两条灰沟体量较大，推测为整个居址区所共
用的排水沟，另外3条灰沟中有柱洞，应是建筑
基槽遗迹。

赵亚锋说，新屋湾遗址揭示出的西周时期
建筑遗迹，距离炭河里城址约1公里，代表着炭
河里城址外附属聚落的建筑形态，是了解以炭
河里城址为中心的西周聚落群形态的重要参
考资料。

炭河里古城附近发现同时代建筑遗迹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与张家界市签订全面合作
协议。 力求通过充分发挥学校在相关学科领
域的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帮助张家界市利
用自身特有资源禀赋，进一步推动国家、省委
省政府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 武陵山片区区
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的实施， 实现科技精
准扶贫和双方共赢发展。

根据协议，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将为张家
界市根据其产业发展和扶贫攻坚计划推进的
需要，构建定制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多种
形式的在职培训，构建职业培训教育新模式。

中南林科大还将发挥生态学、森林旅游、经济
林、物流等产业链领域的科技和智力优势，大
胆创新，积极作为，在林业发展规划、生态林
业发展、全产业链开发等方面，为张家界市提
供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 根据张家界市的产
业特点， 中南林科大将帮助其建设一批林业
产业园区， 打造区域林业产业技术转移中心
和技术创新基地。 在生态林业示范、 生态旅
游、经济林产业扶贫、现代物流园区等领域，
建设一批标杆合作项目， 促进生态林业和民
生林业的全面发展， 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中南林科大与张家界市
签订全面合作协议
将帮助建设一批林业产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