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少年宫 快乐度假期
10月7日，嘉禾县龙潭镇中心学校少年宫，志愿者在辅导农村儿童弹钢琴。国

庆假期，该县10个乡村学校少年宫组织志愿者、辅导员开设假日课堂，丰富孩子们
的假日生活。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熊玲芝 徐千惠) 10月8日，湖南
科技学院唐卫华老师手机收到了来自99
级校友王中兵的感谢短信：“感谢科院师
生的无私大爱， 经过学弟学妹们假期内
紧急献血和捐助， 我爱人现已脱离生命
危险，身体的凝血功能正在恢复，身体状
况明显好转。”

这个感人的献爱心故事， 发生在国庆
长假期间。10月5日， 一条来自校友王中兵
的求助信息，瞬间在学校师生微信朋友圈、
各大QQ群里转发：“我爱人由于高血压终
止妊娠剖宫早产， 血小板偏低引起的并发
症导致大出血， 正在永州市中心医院全力

抢救，急需B型血小板……” 一条几十字的
小信息，引起了全校学子的关注，大家纷纷
拨打电话询问情况， 更有热心的同学直接
奔赴中心医院献血。经学校沟通联络，采血
站紧急将采血车辆开到了学校。短时间内，
数百名学生迅速赶到了采血车前， 填表登
记， 抽血验血。“当看到自己的血液注入采
血袋，想着我的血液将挽救一个生命，我感
到无限快乐!”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唐启文
同学献完血后开心地说。

师生们得知王中兵生活困难， 妻子
手术开支大，没能献血的同学，现场自发
地组织了爱心捐助活动，你10元，我100
元，短时间内，师生们共计捐款近4万元。

长沙举行“创意·江豚”
公益义画活动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周月桂）近日，“创意·江豚”
公益义画活动在长沙橘子洲头举行，10名漫画家现场为游
客画了100多张漫画肖像，筹集的资金将捐给“创意·江豚”
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一个环境沟通类公益项目，以江豚
雕塑模型为载体， 在公共场所进行大规模江豚巡游， 宣传

“水中大熊猫”江豚，唤起人们对它的重视。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湖南日报记者 田甜 朱文硕
实习生 曹阳

我坐落在甘孜县城西10公里的生康
乡境内， 在雅砻江北岸山腰上已经矗立
了300多年。虽然经历了无数的风霜，朱
德与五世格达活佛的那段往事， 却最让
我动容。

五世格达活佛是我见过的最虔诚、
最智慧的人之一。 他出生在甘孜一个贫
穷的农家，3岁时被遴选为四世格达活佛
的转世灵童，7岁便来到我这里作为五世
格达活佛坐床。17岁，他赴拉萨学习佛学
经文，25岁便获得了寺院里学问最高的
学位———“格西”学位。

1936年3月初，早春的寒风卷着大片
雪花在高原上片片飘飞。朱德率领红四方
面军到达甘孜。藏民们因为听信当地土司
和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欺骗，大部分都
躲到了山里。五世格达活佛和普通老百姓
一样，悄悄在寨子里隐藏了起来。

红军将士们来了以后， 在我这里住
下了。格达活佛放心不下我，便渡过了雅
砻江回寺里了解情况。 可眼前的情景大
出他所料， 红军完全不像国民党宣传的
那样肆意掠夺， 而是保护寺庙， 尊重喇
嘛，爱护藏民、秋毫无犯。格达活佛悬着
的一颗心放下了， 他开始积极向红军靠
近，也了解了不少革命道理。

听闻此事后，朱德亲自上门拜访，两
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如今已过了80
年，他们的这次谈话我依然记忆犹新。

格达活佛问朱德， 你们红军是什么
队伍？朱德答，我们红军是为天下穷人救
苦救难的队伍。

格达活佛又问， 谁是你们最大的领
导人？朱德笑着说，我们最大的领导人是
我们的老祖宗， 叫马克思， 是一个外国
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解放
全人类。

“我们的佛祖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
释迦牟尼。”格达活佛微笑着说，我们佛
祖的普度众生和你们红军的解放全人类
是一样的呀。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应当成
为好朋友。”朱德目光如炬，他向格达活
佛伸出了手，两人相视而笑，两双手紧紧
握在了一起。

格达活佛开始四处奔走， 宣传红军
是救苦救难的军队，不仅以身作则，将寺
内的全部余粮献出， 还动员群众向红军
捐粮、借粮，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
物资，受到红军嘉奖。1936年6月，在红军
的帮助下， 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
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 格达活
佛担任副主席。

朱德离开甘孜北上时， 来到我这儿
向格达活佛告别，他说：“少则5年，多则
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格达活佛日夜思念朱德和红军，我
常常能听到他动人的歌声， 那是他自己
作词谱曲的“格达弦子”，歌里诉说的是
对红军的思念———“山上种树盼果实，地
里播种盼丰收；英雄的红军早回来啊！藏
族人民盼望苦日子有尽头。”

格达活佛把朱德的嘱托铭记在心，
他冒着风险将230多名红军伤病员接到
我这儿保护起来， 并用藏药精心为他们
治病疗伤。

解放后， 格达活佛当选为西康省人
民政府副主席、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 毛泽东和朱德电邀他以特邀委
员的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人们都热
烈地向他祝贺，我也深深地为他高兴，他
却毅然决定冒险赴西藏， 劝说西藏地方
政府，争取和平解放。他在给中央的回信
中说：“等西藏解放了我再来参加会议。”
可是格达活佛再也没有去北京， 他在去
西藏的途中被英国间谍福特毒杀， 圆寂
时年仅47岁。

格达活佛死讯传来， 我和寺里的僧
人、当地群众都悲痛欲绝，西南军政委员
会也在重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邓小平、王维舟等领导及800多名各界人
士参加了追悼会。朱德闻讯后，伤心之余，
写下“红军朋友、藏族领袖”的挽联。

几十年过去了， 我还一直思念着格
达活佛，就如他当年思念红军一样。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0月7日，亲子综艺节目《爸爸去哪
儿第四季》 先导片在芒果TV上线了。蔡
国庆蔡轩正父子、田亮田宸羽（小名小亮
仔）父子、沙溢沙俊伯（小名安吉）父子，
“实习爸爸”董力、黄致列、张伦硕，“素人
萌娃”考拉、崔雅涵（小名阿拉蕾）、李亦
航12位嘉宾初亮相，获得好评。

据了解，《爸爸去哪儿第四季》 先导
片首播4小时播放量即突破4000万，12
小时持续占据微博实时热搜榜第一。这
几对亲生父子状况百出的相处实况，还

有实习爸爸与素人萌娃的花样日常，充
斥着亲情、童真、快乐。

本季“亲生父子+实习父子”的创新
模式，让6位爸爸分成了专业爸爸与实习
爸爸两大阵营。3位带着亲生孩子的专业
老爸都特自信， 中年得子的不老男神蔡
国庆自称把儿子当爸爸，放言“我很会哄
他的，知道他想要什么”；一直以喜剧形
象示人的沙溢说“我儿子很怕我”，虽然
是第一次旅行，但他觉得带好孩子“不在
话下”；而已经在第一季中积累了充分经
验的田亮，自称“老司机”，出发前就很有
套路地吩咐儿子：“衣服搭配错了妈妈要

说的， 一身衣服穿出去不要弄脏就三天
都不用换”，对本季不用每天扎辫子的旅
行倍感轻松。

和孩子朝夕相处的专业老爸们心理
优势满满， 蔡国庆调侃说：“实习爸爸就
是山寨爸爸”。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3
位实习爸爸显然还未意识到带娃的艰
辛，面对“呛声”毫不示弱，90后奶爸董力
预想了不少带娃招数， 还发微博向众网
友征集睡前故事，都是铆足了劲。

先导片除了老爸们的亮相， 萌娃们
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小逗逼”“熊孩
子”“小公主”“小暖男”全齐了。其中，沙

溢儿子安吉完全继承了老爸的搞笑特
质，表情百变；一口“东北大渣子味”的口
音，加上时不时狂笑不止的自嗨性格，逗
趣满分，让自称“毕竟是有两个孩子”经
验足的沙溢也几乎招架不住。 这群平均
年龄只有四五岁的萌娃一起疯的时候，
大人们就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头都
大了”。据工作人员透露，第一次旅行中，
萌娃们熟悉了后还会一起捣蛋， 乐此不
疲地玩着“扑倒”村长李锐的游戏，还赖
在李锐身上不起来。

有了这群自带笑声的萌娃们，《爸爸
4》 旅行中最不缺的就是童真与欢乐。老
爸与萌娃充满挑战与趣味的新旅行又要
开始了。《爸爸4》温情不改，暖心回归，每
周五晚相约芒果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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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区加快
“烟雨洪江”建设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章斌 石向
求）国庆黄金周，怀化市洪江区洪江古商城内，游客络绎不
绝。而在洪江古商城沿江外岸，“烟雨洪江”项目启动建设，
施工现场人来人往、机器轰鸣。

据了解，“烟雨洪江”项目处洪江古商城核心区域。该项
目建设将对古建筑实施修缮和维护，遵循修旧如旧、建新如
旧、建新胜旧原则，延续明、清、民国时期民居本色，并修复
水运码头，再现当年洪江商贾云集、码头一派繁忙的盛况。

为推进“烟雨洪江”建设，洪江区抽调600余名干部，采
取单位包户的办法，依法依规强力推进征拆工作。至9月底，

“烟雨洪江”项目征拆任务完成95%，第一期项目用地最后一
栋建筑将在国庆节后完成征拆。项目总承包施工单位进场，
已开展一期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负责人蔡其福介绍，为
建设高质量的“烟雨洪江”，他们走访了湖北、江西、江苏、山
东、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并挑选崇尚“工匠精神”的单位参
加建筑施工。

白利寺里革命情深 红色MV《青青马桑树》
在长首发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来自张家界的
草根歌手“山水组合”携新歌《青青马桑树》在长沙举行新闻
发布会。

据了解， 这是一首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创作
的红色歌曲。该MV以长征历史为题材，讲述了一对青梅竹
马的恋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凄美爱情故事。 一个土家族男
人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 决然与新婚的妻子分离， 奔赴战
场、为国捐躯，而妻子苦苦守候却未等得丈夫的归来。

草根歌手“山水组合”是湘西的一对夫妻搭档，从事音
乐工作10多年，曾上过“星光大道”等央视才艺选秀节目。发
布会现场上，“山水组合” 用热情洋溢的情感和精湛的演唱
技巧，为观众演绎了《青青马桑树》这首情深意切的歌曲。他
们动情地说，正是成千上万战士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长征
的胜利和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长征精神是中国人永
久都不能忘却的精神。

此次活动由湖南川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山水组合”
联合主办，旨在传承红色精神。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通讯员 胡卫
红 记者 杨军） 由深圳渲美国际集团总
裁周鄂林捐建的桃江二中“渲美楼”，今
天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 周鄂林是桃江二中86届毕业
生。20年前，他只身闯深圳，后来创办企业。

目前， 其企业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销售额上亿元。创业成功后，周鄂林没有
忘记家乡和母校，今年3月，他捐资328万元，
将桃江二中最破旧的一栋教学楼拆除新建。
新建教学楼面积2400平方米， 可容纳近
1000名学生上课，被学校命名为“渲美楼”。

《爸爸4》“新鲜”上线芒果TV

� � � �白利寺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寺旁是川藏公路。 通讯员 摄

湖南科技学院：爱心没有“假期”

桃江一校友捐资320多万元

为母校修教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