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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余童

培根铸魂，守正创新，离不开好老师好师
父。当湖南日报《师耀三湘》系列报道火爆推
出时，湖南卫视纪实性文化品格传承节目《我
们的师父》正好播了两期，与之交相辉映。4名
年龄不同、 性格各异的艺人拜84岁的老艺术
家牛犇为师，同吃同住三天两晚，两期收视率
位列同时段卫视节目第一。不仅主题曲《我们
的师父》 荣登新歌榜，“我们的师父”“牛犇老
师住的老年公寓”等话题也登上微博热搜榜。
记者观察，相对于师父给年轻艺人指引方向，
该档节目更大的意义， 让无数观众在欢笑中
收获了人生智慧。

困惑同有
观众与艺人共享“师父”

4名艺人于晓光、大张伟、刘宇宁、董思
成，分别处于70后、80后、90后、95后4个年龄
段。他们都有各自的困惑。于晓光，本应“不
惑”，却不知如何“归零”再出发；大张伟，搞怪
活泼，不懂享受“无聊”时光；刘宇宁，平凡普
通的90后， 急于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董思
成，不知从哪开始追逐梦想。这4人组成拜师
团，带着一肚子迷茫困惑想找师父解答。

人生每个阶段都需要导师， 身处浮华娱
乐圈的年轻艺人更需要。《我们的师父》总导演
孔晓一告诉记者， 节目的灵感来源于《西游
记》，徒弟们性格迥异，在跟着师父取经途中不
断修行。12期节目，他们将选取6位“师父”，均
是体育界、文艺界等领域的名人。大众对他们
既熟悉又陌生，他们有卓越成就、丰富的阅历
和有趣的故事，能够传递满满的正能量。现在

能透露的除了牛犇，还有倪萍和韩磊。
拜师学艺并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 节目

组让4个艺人与师父同吃同住，也只是想让他
们近距离地感悟师父的文化品格和人生智
慧，传承师父一辈子坚守的宝贵财富，汲取前
进的力量。

于是，观众们在节目中看到，艺人们的困
惑，自己也有。师父看似给艺人们指点迷津，
其实也让迷宫中的我们豁然开朗， 找到了方
向。

真实欢乐
轻松感悟人生智慧

《我们的师父》自3月30日首播，4月6日播
出第二期，一期比一期火，第二期话题阅读量
超过6.6亿人次，讨论量达409.4万人次。除了
主题正能量，要归功于节目真实、轻松、欢乐
的表达。

师父和徒弟录节目前，对行程和要相见
的人一切未知，陌生人相见的尴尬，无话可
聊时的冷场， 都真实地袒露在观众面前。徒
弟大张伟不想吃馄饨，跑出去偷吃烧烤的任
性，买了羊肉串讨好师父却忘了师父不喜辣
的手足无措，师父的不满，都没有遮掩。84
岁的牛犇“冰淇淋”吃得正欢，突然想不起
自己是否有糖尿病了。给徒弟的见面礼是一
人送点自己的“年龄”，还慷慨地要把去年
的红裤衩送给今年本命年的徒弟，各种幽默
风趣令人捧腹。据说4月13日亮相的第二位
师父倪萍和“男闺蜜”赵忠祥在节目中也放
下了“偶像包袱”。

没有严肃说教， 人生智慧散落于日常生
活点滴中。去食堂打饭，徒弟要吃荷包蛋，牛

犇叮嘱不能吆五喝六， 要真诚地对食堂员工
提请求。去超市购物，牛犇习惯观察生活，以
备表演之需。闲谈中，获奖无数的牛犇说自己
从不用助理，徒弟们一脸惊讶。一次演戏中摔
断了胳膊， 腿上被狗咬了13个牙印……牛犇
云淡风轻地解释，喜欢一件事，就要做好为它
奉献的准备。一箱子奖状奖杯外，牛犇珍藏着
一幅牛和老农的画， 因为它寓意着好演员与
观众心心相印。在轻松娱乐中，牛犇感慨，生
活太丰富了， 每一件事情都在消耗着我们的
精力和时间，要珍惜，一定要做一点对社会有
意义的事。

深层思考
更多社会问题浮出水面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师父》 上热搜的话
题中有一个是“牛犇老师住的老年公寓”，许
多人打听价格， 说明社会养老问题已成为人
们关注的大问题。

节目中，牛犇虽然在上海有住宅，但是他
选择住在老年公寓。老年公寓设施齐全，供应
暖气，有餐厅、运动区、文化互动区。在人们的
印象中，只有子女不管的人才住老年公寓。但
牛犇说，养老就是要生活愉快。在这个老年公
寓，牛犇串门访友，唱歌娱乐，给观众提供了
另一种养老选择。 而牛犇被徒弟打扮得一身
时尚，与徒弟们告别时，84岁的老人流泪追着
车跑的镜头，也让我们反思，乐观如牛犇都有

“我随时要走的”的伤感，我们何不多花点时
间陪陪日渐老去的亲人？

节目中展现出的年轻人恐惧要孩子，隔
代求同存异的相处模式， 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文化视点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徐珊 程
杰）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日，湖南省脑科医院今天上午举
办了帕金森患友会活动，帕金森患友们表演了独唱、舞蹈、
诗朗诵等节目，以此鼓励更多帕金森患者笑对人生，用积极
的心态与病魔抗争。

在今天的现场活动中， 省脑科医院除了神经内科和
神经外科的专家开展现场义诊外， 还就帕金森病友关心
的药物治疗和现代外科治疗等内容， 为200余名病友及
家属进行详细的讲解和答疑。 省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大科
主任黄红星表示， 帕金森病属于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
病，以老年人发病较为常见，平均发病年龄为60岁左右，

我国65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大约1.7%。 帕金森病情复
杂，病情较长，确切的病因目前仍不清楚，遗传因素、环
境因素、 年龄老化等与之息息相关。 目前， 对于帕金森
病，中西医都无法完全治愈，但是通过药物控制、外科手
术相结合的治疗方法能让患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生活状
况。黄红星介绍，目前省脑科医院运用的是“脑深部电刺
激 (DBS)术”，俗称“脑起搏器”。该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最
先进的神经调控技术。 据了解， 省脑科医院还在省内开
设首家脑深部电刺激远程调控中心， 该中心通过网络实
现程控医生与患者在线交流， 患者在家就能完成编程和
调整的全部治疗过程，极大地方便了患者。

《我们的师父》：
欢笑中收获人生智慧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肖湘东 李涛

4月3日，衡阳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了
近期全市查处的6起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
者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牟取私利典型案
例。

原衡阳市农业委员会（市委农村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委员颜桥生在融资项
目中“提篮子”问题。颜桥生担任衡阳县委
常委、副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衡阳
县联胜路融资项目中将融资抵押地进行置
换，在融资报名时提高保证金门槛，为颜某
某、万某某牟取不正当利益，接受联胜路融
资项目、万家灯火项目20%股份，非法获利
2100万元； 在衡阳县清江中路东侧2号地
块融资开发项目中， 提高报名和保证金门
槛，提高限期缴纳出让金比例，借用1000
万元公款做竞拍保证金，为颜某某、吕某某
牟取不正当利益，接受清江中路东侧2号地
融资项目、天鹅丽都项目10%股份，非法获
利1060万元。此外，颜桥生还存在其他违
纪违法问题。颜桥生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原衡阳市卫计委主任邹爱民在企业
改制、行政许可事项中“提篮子”问题。邹
爱民担任祁东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祁东旭东
水泥有限公司在企业改制、土地变性、发
放淘汰落后产能政府奖励资金等方面提
供帮助， 收受祁东旭东水泥公司实际控
制人唐某某145.2万余元； 担任市卫生局
副局长、局长，市卫计委主任期间，利用
职务便利，为祁东骨伤科医院、祁东弘德
医院、 祁东康复精神病医院在设置、验
收、 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方面提
供帮助，收受现金共计31.5万元。此外，邹
爱民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邹爱民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
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衡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谢先进为亲属
承揽工程项目“提篮子”问题。2013年，谢
先进利用职务上的影响， 为其妹夫倪某某
承揽衡阳市云沙诗意小区消防工程项目，
倪某某从中获利40万元；同年，谢先进利

用职务上的影响， 为倪某某等人承揽了衡
阳市华南城市广场工程建设项目, 倪某某
退出该项目建设时，通过谢先进打招呼，收
回退股费140万元（含本金30万元）。此外，
谢先进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谢先进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
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衡阳市公安局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
查支队原支队长唐宏晖在房地产开发领域
中“提篮子”问题。唐宏晖担任衡阳县副县
长、公安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让湘
雁公司成为金欣花苑项目（衡阳县公安局
家属团购房） 的开发公司， 并在土地出让
金、容积率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
湘雁公司法人代表王某某房产、炒股资金、
银行卡、 公司股份等共计价值436.6万余
元。 此外， 唐宏晖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
题。唐宏晖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耒阳市经开区原主任、 原党工委副书
记谷文仕在工程项目中“提篮子”问题。谷
文仕担任耒阳市经开区主任、 党工委副书
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明知谭某某无工程
施工公司及相关资质， 仍为其承揽耒阳市
经开区富民路BT投资建设工程项目1标
段、 耒阳市经开区创新创业园电梯采购项
目提供帮助， 让其挂靠或推荐的公司顺利
中标，并在项目施工、工程款结算等方面提
供帮助，收受谭某某150万元；利用职务便
利， 为刘某入股耒阳市金凯混凝土有限公
司提供帮助， 明知刘某无建筑类企业相关
资质， 仍同意并指定由其违法挂靠的松雅
公司承揽耒阳市电子商务孵化园项目，收
受刘某32万元。此外，谷文仕还存在其他违
纪违法问题。谷文仕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雁峰区政府办原党组成员曹斌科在
行政许可事项中“提篮子”问题。2014年，
曹斌科通过利用他人职务上的影响，违
规为融冠亲城办理混凝土自拌站相关手
续，先后收受融冠集团建筑商杨某某、冯
某某130万元。此外，曹斌科还存在其他
违纪违法问题。曹斌科受到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衡阳通报6起
“提篮子”典型案例

一个电话号码牵出的专项治理

省脑科医院举办帕金森患友会活动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李永亮 张淑君 李吉）“检查次
数是以前的六分之一， 学校因此腾出了更多的精力抓教
学。”株洲市建宁实验中学校长邓钢近日告诉记者，天元区
推动的入校检查报告审批制度，切实为学校减了负。邓钢算
了一笔账：去年上半年，该校一共迎接当地财政、人社、卫计
等部门的入校检查共78次。 而新制度实施后的下半年，学
校仅接受入校检查12次。

近年来，天元区在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中，主动作
为，大胆创新，提高了效能，赢得了赞誉。去年7月，针对教育
领域反映强烈的检查多、杂的现象，该区研究制定入校检查

报告审批制度，对入校检查作出7项规定，明确要求区直机
关相关单位、部门严格规范对学校、幼儿园的考核、督查，原
则上每学年或学期进行一次。而进入学校、幼儿园调研必须
事先报告，经区委、区政府领导同意后方可进行，未报告或
未被批准的考察、调研等，学校、幼儿园有权拒绝。

这一制度倒逼了各部门思考、整合检查项目，减少不必要
的检查。在今年的春季开学工作检查中，天元区教育局就列出
校容校貌、收费工作、安全工作等5个方面的内容清单，整合多
部门同步实施督导检查， 学校由原来至少要迎检4次变成1次
集中检查。

天元区推入校检查审批制为学校减负

下期奖池：6679434766.57（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93 5 2 5
排列 5 19093 5 2 5 1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040 01 03 31 32 34 01+0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1

8

10000000 110000000

640000008000000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杨必画 邓亮

4月上旬， 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川
山村脱贫户李兰香，在《公益林护林员管护
协议》 上签上名字， 成为本村公益林护林
员。李兰香的这次成功应聘，还得从洪江区
纪工委的一个督查电话说起。

今年1月，洪江区纪工委党风室来到桂
花园乡茅头园村开展“双贴一提”活动。村
务公开栏中《茅头园村公益林护林员公示
表》，吸引了走访人员的注意。其中向开林
公示的电话号码非本地区间号。“经过我们
电话联系， 向开林承认本人长期在广州务
工。”区纪工委党风室工作人员说。

经查证， 向开林承担的茅头园村护林
工作由其父母亲代理。 向开林父母均已超
过60岁， 超出护林员规定的年龄要求。区
纪工委党风室工作人员指出：“区农林水
局、桂花园乡政府、茅头园村支两委存在日
常监管不力的问题。”

洪江区纪工委委员会研究认为， 向开
林问题绝非个例， 有必要对全区公益护林

员履职情况进行
清查，并将生态扶

贫 作 为 民
生领域“一

季一专题”专项治理的主题。
今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洪江区纪工委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全区护林员进行入
户走访、查看护林日志，并陪同巡山。此外，
从相关部门调取护林员招录选聘、培训考试
和监督考核等资料。 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此
次共计梳理问题11个。

公益林护林员是洪江区结合地方实际
着手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2018年1月，为
规范护林员选聘，促进贫困户增收，洪江区
对护林员进行全面改聘， 通过村民自愿申
请、村集体评议，最终选聘的40名护林员
全部由建档立卡贫困户担任。经核查，改聘
的40人确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但相关责任
单位在聘任程序、 政策把控和后续监管过
程中工作不力。

3月18日， 洪江区纪工委对区农林水局
分管领导蒋兴华、工作人员胡希华、桂花园
乡政府分管领导副乡长熊跃福以及问题涉
及的7个村相关负责人共计10人进行约谈。
同时，责成区农林水局、桂花园乡政府对问
题进行督查整改，建议将不宜担任护林员的
残疾贫困人口调整至其他特岗岗位。

洪江区农林水局、 桂花园乡政府立即
着手开展整改工作， 川山村护林员被调整
至其他特岗岗位，空余出来的1个护林员岗
位面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公开招
聘。这才有了李兰香的成功应聘。

企业组团进高校招聘
4月10日， 2019年湖南知名企业春季校园招聘会在南华大学举行， 来自省内的知名企业组团参会， 招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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