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

文体看台

2017.11.7 星期二 编辑 袁欣 图编 言琼 美编 高原 校对 曾迎春

纪念“朱张会讲”850周年，宁乡南轩文化园揭牌，80多名专家探讨南轩文化

感受历史底蕴，去南轩书院体味
连连看

我省8位书法家入选兰亭奖
本报11月6日讯 850
年前，朱熹、张栻两位学术大
“
中和之辩”，影响湖湘文
家的
脉， 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
850年后，为纪念
“
朱张会讲”，
昨日上午，在张栻身故处的宁
乡巷子口官山下，因张栻得名
的南轩文化园开园。

宁乡南轩文化园
正式开园
张栻号南轩，世称南轩
先生， 是南宋著名理学家、
湖湘文化的奠基人， 先后在
岳麓书院、 城南书院讲学多
年。张浚为张栻父，南宋中兴
名相、抗金统帅，杰出的政治
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父子
俩过世后均葬于巷子口罗带
山，明世宗嘉靖帝敕封罗带山
为“官山”。今年年初，宁乡县
委、县政府决定以张浚张栻墓
地为依托，建设南轩文化园。
南轩 文化 园 位 于 宁 乡
县巷子口镇官山村，距宁乡
城区70公里， 由南轩书院、
文化园、张浚墓、张栻墓、忠
孝勤俭坊、官步桥、门楼广
场、南轩湖等组成。
其中，南轩书院以张浚
张栻墓为依托，以传统书院
建筑结构为基本格调， 整体
为封闭的四合院结构， 体现
浓郁的书院文化氛围。 记者
看到， 南轩书院院落中轴为
张浚祠堂和张栻祠堂， 祠堂
陈列张浚张栻 父子 半 身塑
像，后面为享堂，书院内设有
文化陈展室、讲堂、会议厅、
藏书阁等，历史底蕴浓厚，人
文环境优美。 陈展室由岳麓
书院规划设计， 以张浚张栻
生平为主线， 集中展现了南
轩思想的产生、发展、成熟及

对后世的影响等。
南轩文化园将与黄材
炭河古城、 沩山密印景区、
沙田红色景区、青山桥芙蓉
景区等知名景点串珠成链，
打造出长沙 西 部精 品旅 游
线路。

80多名专家
探讨南轩文化
当天下午，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在 南轩 书 院主 办纪
念“朱张会讲”850周年国际
学术会议活动， 来自美国、
德国、日本及国内的80多名
知名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
讨南轩文化。
岳麓书院前院长陈谷
嘉先生说，张南轩作为南宋
理学家、湖湘文化的重要奠
基者，对推动湖南历史文化
的形成发展具 有不 可 估量
的贡献。 张南轩一生办学，
教书育人，历史上在全国各
地 也 曾 留下好几处南轩书
院。南轩思想、南轩文化国内
成系统的研究较少， 很有必
要深入研究探讨。 宁乡南轩
书院的建成， 既是落实十九
大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也
是发扬传统 文化 的 具体 举
措，体现了宁乡的文化担当。
湖南省宁乡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张武指出，张浚、
张栻思想是老祖宗留给我们
宝贵的精神财富。张浚、张栻
两位先哲的民本之情、育人之
理、体国之忠、恤民之仁、律己
之廉、莅政之公，深深地影响
了一代代宁乡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黄尚
谢瑶 实习生 吴乐洋

杜江一家三口。

娄底双峰快乐广场舞队夺得年度总冠军。

湖南第三届
“
舞比快乐”广场舞总决赛落幕

“
土娃娃”也爱广场舞
本 报 11 月 6 日 讯 广
场舞是覆盖人群最广泛、
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活
动。昨日，持续半年的湖南
IPTV第三届“
舞比快乐”广
场舞大赛在长沙落下帷
幕。经过层层角逐，娄底双
峰快乐广场舞队最终力挫
对手夺得年度总冠军。
根据赛制， 进入决赛
的24强队伍被分成四组，
分别进入端木林莎、 侯亚
坤、毕刚、陈敏四位导师的
战队。 首轮进行组内对决，
由舞蹈老师组成的评审团
投票表决，从每位导师战队
中评选出2支优秀队伍进入
8强。随后，根据湖南IPTV
及芒果直播的线上投票数，
在8强中决出冠亚季军。
24 强 参 赛 队 各 具 特
色，其中，来自张家界“大
山里的土娃娃” 代表队由

一群萌娃组成， 可爱的舞
姿萌翻全场； 永州江华俏
夕阳队演绎瑶族舞蹈 《咔
嚓嗦》， 极具民族风情，让
人眼前一亮。
“舞比快乐”广场舞大
赛由芒果TV、 湖南电信以
及爱上传媒联合主办。赛事
举办三年来共有8046支参
赛队伍、163257名参赛者报
名参赛， 辐射湖南全省。今
年的海选落地赛事就举办
了千余场， 吸纳了4853支
舞队，超10万人参与；线上
专题总点播数达2200万，
投票总数超8317万票。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
这个全民参与的广场舞大
赛，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
化生活，为广场舞爱好者提
供一个大众化的全民秀场。
■记者 袁欣

“大山里的土娃娃”可
爱的舞姿萌翻全场。

喜剧片《兄弟别闹》长沙路演

高晓攀不和开心麻花比较
节目中，嗯哼能言善道受欢迎

多旅行多交流，杜江这样培养“金句王”
本 报 11 月 6 日 讯 随 着
《爸爸去哪儿5》的热播，杜江儿
子嗯哼的能言善道赢得了许多
粉丝的喜爱。今日，杜江接受三
湘都市报记者采访， 透露自己
的育儿理念。
于大多观众而言，初见嗯哼，
是在两年前另一档父子真人秀中。
彼时，嗯哼不满两岁，还不太懂得
说话。而再在《爸爸去哪儿》见到
嗯哼时，四岁的他除了有着小朋
友天马行空的脑洞， 还理解力极
强， 又擅于表达。
“鸡蛋会痛么”
男子汉不用亲”“我想做坑”等
“
金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杜江对这点也颇感自豪，
“嗯哼的语言能力真的特别强，

词汇量非常丰富。 到了一个新
的环境，就不像家里，说的、聊
的天都会比较多， 让我非常惊
讶，他有很多的词，都是从来没
在我面前说过的。”
在杜江看来， 嗯哼的语言
天赋，与经常带他去旅行有关，
“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我又很
爱和他聊天，而且我们的聊天也
不敷衍，是会比较认真的回答他
的问题。” 尽管自己不是教育学
家，但杜江更愿意让孩子自主的
去表达一个观点，“而不是告诉
他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样
子，让他尽情地发挥孩子应该有
的想象力。”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刘武 栾淑涵

本报11月6日讯 由高
晓攀自导自演， 孙集斌联合
导演，尤宪超、于莎莎、李璨
琛等联袂主演的喜剧电影
《兄弟别闹》将于11月10日全
国公映。日前，该片导演兼主
演高晓攀来到长沙， 为影片
路演宣传，接受采访时，高晓
攀直言，“这部电影里， 既有
满满的包袱， 也讲述了浓浓
的兄弟情， 希望观众在笑声
中找到共鸣。”
《兄弟别闹》是嘻哈包袱
铺的首部电影作品， 讲述一
对“坏蛋”兄弟为得到巨额奖
励而参加真人秀节目 《浪子
请回头》，在节目拍摄过程中
逐渐回归本心想要改邪归
正， 却又适得其反笑闹不断
的故事。 高晓攀表示，“我们
是喜剧人出身， 非常了解观

众的笑点在哪里， 但这次为
了做好电影， 宁可为情感线
多剪掉几个包袱。”高晓攀坦
言， 电影中很多的素材都是
来源于生活， 比如兄弟间的
感情，“很多观众在看完影片
后， 都觉得从片子里找到了
自己兄弟间的生活影子。”
此前， 开心麻花的三部
电影都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
双丰收，同样是喜剧人出身，
高晓攀觉得没有可比性：“我
觉得还真不敢说。 我们和麻
花属于两种风格， 但拥有同
样的喜剧属性。”谈及电影创
作， 高晓攀坦言：“票房只是
一个数字， 我只是想好好完
成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让我的青春不留遗憾。”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栾淑涵 刘武

本报11月6日讯 近日，第六届
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工作在浙江省
绍兴市结束。本届兰亭奖共收到1148
名作者的投稿作品3803件，其中书法
篆刻参评作品3404件。 除获奖人外，
入选人共56名，其中湖南书法军团田
小华、朱杰、李炯峰、陈毅华、欧亮、何
宗国、伍剑、谢海龙8人入选，居全国入
选人数之首。
中国书法兰亭奖是经中宣部批
准，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
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书法艺术最
高专业奖， 是18个国家级文艺奖项
之一。与中国戏曲梅花奖、中国电影
金鸡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一样，都是
艺术门类的最高奖。 ■记者 吴岱霞

太空种子捐赠博物馆
本报11月6日讯 近日， 感动
中国十大人物、临澧县农民科学家
沈昌健，向临澧县博物馆工作人员
捐赠216粒搭载神舟十一号宇宙飞
船遨游太空33天后回到地面的杂
交油菜种子。
沈昌健是2013年度感动中国
十大人物，他培育的“16XM864”杂
交油菜种子43.8克，曾于2016年10
月17日搭乘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
进入太空，经过33天完成空间科学
与应用实验，2016年11月18日随神
舟十一号返回舱回收着陆。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吴修明

黄龙舟蝉联
“
百花杯”金奖
本报11月6日讯 近日，在杭州
举行的第十八届工艺美术“百花
杯”颁奖典礼上，湖南省工艺美术
学会常务理事黄龙舟捧回了金杯，
这是他继2016年获得该奖项金奖
后再度夺金。
黄龙舟是我省著名工 艺美 术
大师，从艺50余年，他致力于工艺
美术的挖掘、传承和创新。他创作
的《其乐融融》《同一首歌》《草原之
春》等木雕作品，用不同的木材表
现出来的人物、 景物刚柔并济，灵
动优雅，深受群众喜受，多次在海
内外各类工艺美术评比中获奖。
■通讯员 曾德刚 黄亦龙

省校园武术段位决赛开赛
本报11月6日讯 日前，湖南省
第二届校园武术段位比赛(决赛)在
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开赛。
据悉，本届赛事参赛学生近8万人，
共有1600多名学生参加了最后的
决赛，规模均超首届。
本次赛事由湖南省体育局、省
教育厅联合主办，预赛阶段于10月
8日至20日在全省范围内举行，参
赛学校近150所， 参赛学生近8万
人，掀起了一股武术进校园的热潮。
赛事的决赛阶段，参赛大、中、小学
达84所，参赛学生1600多人，较去
年比赛规模更大、参赛人数更多。
■记者 叶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