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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 8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李朝辉）梨园同谱湘水情，
雅韵共筑中国梦。今晚，由省文旅厅主
办、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承办的“潇湘
雅韵 梨园报春”2020湖南戏曲春晚在
湖南戏曲演出中心上演。

本次晚会以“不忘初心 共筑中国
梦”为主题，分为《红梅报春》《瑞雪迎
春》《百花争春》3个篇章。戏曲名家新秀

齐聚一堂，通过歌舞、小戏、行当展示、
新创剧目片段演唱、皮影木偶、乐器合
奏、戏歌等表演形式，展示湖南戏曲魅
力，为观众送上新春祝福。

好戏接连上演。《新春花鼓》选取了3
个不同剧种的花鼓小戏片段，湖南本土特
色浓厚；著名管乐演奏家郭雅志与湖南各
院团优秀演奏员合奏的《华音齐鸣》恢弘
大气，令人震撼；著名花鼓戏表演艺术家

李小嘉、湘剧表演艺术家左大玢带领子弟
演唱长沙花鼓戏《谢瑶环》、湘剧《百花赠
剑》唱段，引发台下叫好声不断；39位幼
儿园小朋友演绎的《国粹育新苗》，展示了
湖南“京剧进校园”“送戏下乡”等文艺惠
民活动的成效；京剧名家曹剑文与湖南省
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优秀青年演员共同上
演京剧联唱《梨园京韵》，精彩的演出赢得
了观众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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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 月 8 日讯（见习记
者 向莉君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张顺心 向文元）杀年猪、打年糕、唱
苗 歌 …… 竹 山 赶 年 ，年 味 十 足 。今
天，2020 年全国乡村春晚集中展示
活动湖南分会场活动在凤凰县麻冲
乡竹山村热闹上演。十里八乡的土
汉苗家同胞齐聚竹山，共同赶年。

2020 年全国乡村春晚集中展示
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主
办，主会场设在浙江丽水，湖南省、安

徽省、四川省、广东省、河南省、内蒙
古自治区、陕西省、黑龙江省等8个分
会场同步启动。

“中国传统村落”凤凰县竹山村
为苗族群众聚居地。当天，苗家儿女
穿上苗族节日的盛装、唱着悠扬的苗
歌、打起甜糯的糍粑，以苗家人最隆
重、热情的方式和全国人民共同赶
年、迎新春，代表湖南向全国展示乡
村过大年、庆丰收的美好幸福生活景
象。

整场活动以竹山苗寨作整体舞
台背景，以“竹山赶年”为主题，通
过“竹山‘蛮’味”“探秘竹山”“过大
年”三个版块来演绎浓浓的乡村年
味，展现了湘西苗族、土家族人民
庆丰收、过大年的喜庆气氛。晚会
还将湘西独有的神秘元素作为切入
点，把文艺、活动、旅游、乡村振兴
相结合，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推进
特色文化交流、振兴乡村文化的新
路径。

活动上，独具特色的歌舞《苗鼓
庆丰年》；有着浓厚地方风味的非遗
文武茶灯《闹年花灯》；以傩鼓为基
础，以傩愿腔为主的苗傩鼓词《水乳
交融》；极富土家特色的《打起溜子呆
配当》等具有湘西文化特色的节目接
连登场，让人目不暇接。

活动最后，鞭炮齐鸣，四村八寨
的村民舞龙舞狮、吹起唢呐、唱着苗
歌涌入舞台中央，围成一圈齐跳《瓜
见，赶年》大团圆舞。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谭孝 张雨欣）1月8日，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液内科造血
干细胞采集室，经过 5 个小时左右的
采集，两位志愿者分别捐献了186 毫
升和195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这
两袋“生命种子”将救助一位5岁英国
白血病儿童和一位 50 岁患有白血病
的香港同胞。

46岁的叶勇（化名）是一名卫生疾
控工作人员，来自于医学世家，已从事
健康科普工作20年。他是一名健身爱
好者，也是“热血人士”。“10年前，我和
同事一起参加单位组织的献血活动，
工作人员向我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
当时觉得能救人是很有价值的事，于
是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叶勇回忆，在
那之后，他每年参加献血活动。

与香港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
功的志愿者贺萍（化名）是衡阳人，
2017 年 10 月份加入中华骨髓库。35
岁的贺萍曾经是一位白衣天使，2019
年 6 月，接到省红十字会的配型成功

电话时，她毫不犹豫就答应捐献。
“捐献一点造血干细胞对我来说

没什么影响，因为造血干细胞可以再
生，但对患者而言意味着宝贵的生
命。大陆与香港血脉相连，我们永远
心连心。”贺萍祈祷着，带着自己体温
的热血和沉甸甸的爱心，能够为香港
同胞带去新生。

湖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
理中心主任张赞介绍，这是我省2020
年首次境外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中
华骨髓库第 9361 例和第 9362 例捐
献。1月8日下午，两份沉甸甸的“生命
种子”在志愿者的护送下，送往英国
和香港为生命续航。

据介绍，白血病等血液肿瘤主要
依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有效治愈
率达 75%-80%。配型成功与否，取决
于人体生物学身份证即人类白细胞
抗原（HLA）。非血缘性 HLA 分型相
合的几率仅在万分之一到百分之一
之间，不同国籍、不同种族间配型几
率更低。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成俊
峰)今天上午，2019年度“新时代湖南好
少年”发布会在衡阳举行，57名优秀青
少年获得“新时代湖南好少年”的殊荣。

杨宇坤，以公益为己任，以奉献
为初心；符莞，被命运催促着长大的
孩子；杜炫桦，百善孝为先，他以孝为
天……会上，57 名“新时代湖南好少
年”获得者的成长故事，打动了现场
观众。15岁的丁盾，6岁开始照顾因车
祸瘫痪的父亲，并坚持刻苦学习、奋
发向上。他表示，这些年一直有老师、
同学和社会爱心人士关心鼓励他，这

次又授予他如此荣誉，今后将不忘初
心、努力学习、成长成才。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
样就是一座灯塔。“新时代湖南好少
年”由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
评选。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龚爱林
表示，选拔和表彰“新时代湖南好少
年”，就是希望通过树立一批优秀典
型，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全省青少年的
向上、向善成长，鼓励他们树立远大
理想，把实现个人理想融入到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
梦想之中。

榜样激励 向上向善

57名青少年获评“新时代湖南好少年”

湖南两名志愿者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
将分别救治英国、香港白血病患者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魏惊宇 张雨欣）1 月 8 日
下午，湖南省精神医学中心授牌仪式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举行。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
科王小平主任介绍，湖南省精神医学
中心将以疑难危重症精神障碍的诊
治为核心，为全人群（从健康到疾病）
提供全生命周期（从儿童至老年）精
神健康服务。该中心将聚焦精神科疑
难重症的诊治与研究，推动普及焦虑
抑郁障碍、睡眠障碍、青少年行为问

题和老年精神卫生等大众关切精神
心理问题的识别和诊治，培养精神卫
生临床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承担
全国严重精神障碍的登记、流行病学
和公共卫生信息监测工作，力争建设
成为国际领先的精神医学智慧医疗
研发与服务中心。

授牌仪式上，湖南省精神医学
中心与 14 家医院签署了共同发展
协议，为申报国家精神医学中心努
力，共同为人民心理健康做好医疗
保障工作。

湖南省精神医学中心成立
为全人群提供全生命周期精神健康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陈兰兰 陈娟

“小朋友，你能再
剪一幅作品卖给我吗？
我等你。”1 月 6 日，在
安仁县实验学校的操
场上，一名家长因为来
晚了没有买到剪纸作
品，笑着要学生再为她
剪一幅。当天，“迎新春
综合实践活动暨课后
服务艺术成果展示”活
动举行，在学期结束之
际 ，全 校 4000 多 位 师
生用别样的方式，交出
了一份别开生面的期
末答卷。

本学期以来，安仁
县实验学校积极开展
课后服务，从实际出发

安排了丰富的课后服务内容，为
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托管型”服
务，为三至六年级学生提供“辅差
培优＋兴趣培养”综合服务。学校
按年级开设了器乐社团、舞蹈社
团、剪纸兴趣班、书法兴趣班等近
30 个社团或兴趣班，制定周密的
活动计划，供学生自主选择。经过
一个学期的培训，学生基本都能
展现自己拿得出手的特长。

活动现场，群舞、健身操的展
示激情四射；古筝、书法的表演意
味悠长；剪纸、绘画的形象栩栩如
生……学生和老师同台献艺，让
家长们目不暇接。

活动中，学校还把孩子们提
前准备的“金钱福”“鼠送福”“年
年有余”“金鼠”“2020”“新年福”
等 700 幅剪纸作品及年画、水墨
画、春联进行了义卖，并将义卖所
得，对“优秀特困生”按每生 500
元 、“ 贫 困 建 档 立 卡 户 ”按 每 生
200 元的标准进行资助。接下来，
学 校 还 将 带 领 部 分 学 生 到 居 委
会、敬老院、福利院看望慰问孤寡
老人，赠送孩子们自制的年画、春
联、剪纸作品。

上图：1月8日上午，苗寨村民与游客一起载歌载舞迎新春。
左图：1月8日，演员在表演苗族服饰走秀。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麻正规 摄影报道

凤凰竹山赶年
2020年全国乡村春晚湖南分会场开演

湖南日报 1月 8日讯（记者 欧阳
倩 通讯员 谢鹏）由长沙市雨花区委
宣传部、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委托创作
的红色党史题材电影《半条被子》，将
于 2 月 8 日在全国院线上映，点亮新年
银幕。

“什么叫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
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2016

年 10 月 21 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长征
时期发生在湖南汝城县的“半条被子”感
人故事。

编剧志在飞多次深入汝城县沙洲
村，走访当年女红军借宿的徐解秀老人
的亲人和村民，采访当地党史部门的同
志，以某报社 90 后记者舒琳采访《半条

被子》的挖掘者罗开富为线索，围绕“半
条被子”，塑造了3位女红军朴实、勇敢、
有情有义的崇高形象，展现了共产党人
与人民群众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鱼水
深情。

2018 年，经过十易其稿完成的《半
条被子》剧本，获得第 27 届金鸡百花电
影节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剧本奖。该片于
2019 年 4 月在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开
机拍摄，实力派女演员李凤鸣和银幕硬
汉代表张永达在剧中饰演一对“红色情
侣”，是该片一大亮点。

展现军民鱼水情

电影《半条被子》2月8日全国公映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见习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任泽旺 蒋一田)近日，精准
扶贫题材院线电影《黄甲岭之恋》，在影
片原型地及拍摄地江永县举行首映式。

电影《黄甲岭之恋》以精准扶贫为题
材，讴歌党和政府“真扶贫、扶真贫”的生

动实践。影片讲述了永州市住建局法规
科科长张金祥在江永县松柏瑶族乡黄甲
岭村驻村扶贫的真实故事，他跑项目、筹
资金，通过帮、扶、带等措施扭转村民思
想观念，使黄甲岭村村容村貌发生巨大
变化，村民积极参加扶贫项目，实现全村

脱贫致富。
《黄甲岭之恋》出品人彭健介绍，该片

通过多样化表现手法，把镜头对准扶贫工
作中的酸甜苦辣，真实再现扶贫干部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
把精准扶贫精神传递到千家万户，为
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据悉，《黄甲岭之恋》于2019年1月
20 日开机，全程取景地在江永县境内。
2020年 3月，该片将在全国各大院线公
映。

湖南日报1月8日讯（通讯员 梁
辉 翟文敬 记者 李传新）为缓解淡
季供血压力，确保患者及时有效救
治，湖南省人民医院近日组织开展

“医者守护，2020 爱您”无偿献血活
动。天心阁、马王堆、岳麓山 3 个院区
同时招募，吸引了 200 余名志愿者报
名。

受寒冷天气的影响，近期无偿献
血人数锐减，长沙市血液中心库存持
续走低，临床血液供应日趋紧张。这
天一大早，报名献血的省人民医院志
愿者就早早在献血车旁等待采血。周
明、雷平两位医生早已记不得这是自
己第几次献血了。作为天心阁院区血
液科主任和输血亚专科主任，他们比
任何人都清楚血液的重要性。每次医
院组织献血，他们总是带头报名参

加。马王堆院区检验科的邓胜医生是
献血“大户”，几年来献血量已超过
7000毫升，相当于两个成年人的全身
总血量。在当天的献血队伍中还有一
位“新人”，他就是省人民医院院长李
小松。作为2019年初履职省人民医院
的“新人”，他撸起袖子带头献了 400
毫升血。

截至当天下午 5 时，湖南省人民
医院天心阁、马王堆、岳麓山3个院区
共有200余名志愿者参与此次无偿献
血，总计献血量超过 8 万毫升。据了
解，省人民医院组织无偿献血多年，
从 2010 年开始将无偿献血纳入志愿
者服务项目。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
无偿献血活动的人数和献血量屡创
新高，成为志愿者服务行动的一张闪
亮名片。

精准扶贫题材电影《黄甲岭之恋》
在江永首映

1月8日晚，演员在表演戏曲歌舞节目《 奋斗吧，新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医者守护，2020爱您”
省人民医院200余名志愿者无偿献血

让贫困户过个“书香年”
1月8日，永顺县图书馆组织志愿者走进泽家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

开展“文化进万家·共度书香年”免费送书活动，所送图书涵盖种植、畜牧养殖、
大众文学、文化娱乐等类别，满足大家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刘文化 侯启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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