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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 湖南
涉外经济学院大一学生易
恒最近火了：在昨日开机的
企鹅影视青春偶像剧《别碰
我心底的小柔软》中，他出
演男一号欧阳羽生，高大帅
气的外形一登场就吸粉无
数。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从
学校获悉，这个刚出道的新
星原来是名美术生，学习生
活低调而谦逊。

美术生触电
成偶像剧新星

身高188厘米、笑起来
眼睛眯成一弯新月、 还有
可爱的小兔牙， 易恒天然
的“软萌少年感”使他一入
校就吸睛力“爆棚”。从小
学美术的他， 从未想过自
己会走进演艺圈。 在一次
与朋友的聚会中， 听说剧
组的一个角色还没定下
来，有人推荐他去试试，他
抱着好玩的心态答应了下
来， 就这样他成了偶像剧
《那抹属于我的星光》中一
掷千金的富二代“霸道总
裁”。“刚开始面对镜头我
也挺懵逼的， 导演不断地
启发， 我才慢慢找到感
觉。”易恒说，拍戏其实是
一件相当辛苦的事， 每天
疯狂背台词、 只休息一两
个小时也是家常便饭。“但
是， 一部剧凝聚着全剧组
100多号人的心血，看着大
家为我们几个演员忙前忙
后， 我觉得自己必须更好
地演绎好角色。”

有了荧屏初体验的成
功， 易恒对拍戏有了更多
自信。“我是个胆子比较大
的人， 对于新鲜事物总有

很多好奇。”虽然从未受过
演戏的专业训练， 但易恒
却很享受其中的过程，可
能是从小学习画画， 让他
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份沉
淀，不管环境多么嘈杂，他
总能静下心来， 仔细揣摩
角色的内心。寒假里，他还
专程到湖南师范大学请老
师指导影视表演和动作形
体。看来这个“小哥哥”是
准备在演艺的道路上一去
不复返了。

渴望实现
星途学业两不误

身边出了这么个小明
星， 易恒所在湖南涉外经
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师
生们都很兴奋。 在班主任
老师潘泽军眼里， 易恒是
个非常谦虚， 也很有礼貌
的学生。“每次进办公室，
都会先轻轻敲门， 离开时
也会向老师鞠躬。”

“他很爱唱歌，最喜欢
模仿网络上的说唱歌手，
学谁像谁， 还说得一口流
利的绕口令， 经常逗得舍
友们哈哈大笑。”易恒的舍
友小蔡说道。

虽然演出耽误了不少
时间，但只要在学校，易恒
都会参加班级的各种活
动， 他很珍惜和同学们在
一起的时间，一起打篮球、
弹吉他、画画，享受充实而
快乐的大学生活。易恒说，
自己现在的身份仍然是学
生， 完成学业还是“必修
课”，他希望能努力实现星
途学业两不误。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蒋艳娟

本报4月23日讯 在这个“手
机横行”时代，手机也似乎取代了很
多人的书本。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长沙多所学校开展各种活动，鼓励
大家多读书，体验阅读“仪式感”。

“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一个
高尚的人说话。”今天下午，由长沙
职业教育基地综合协调办公室、长
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市
雨花区同升街道联合主办， 长沙
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等多所学校
承办的“全民阅读·书香同升”主
题活动启动。现场，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 省文联副主席汤素
兰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受。

汤素兰认为， 真正的阅读还
是要捧着一卷书，一个字一个字、
一行一行地阅读。 她呼吁孩子们
应该多读些好书， 而不是只读好

看的书。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王小平也呼吁职教
基地全体师生， 不要总是低头刷
微信朋友圈， 碎片化阅读时代要
学会挑选对自己有用的阅读。

尽管手机改变了很多人的阅
读习惯， 但仍然有许多“阅读达
人”。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1602班张写意从小就对书籍特别
痴迷，小学就在湖南省图书馆办了
阅读证。因为借阅量巨大，她还曾获
得年度借阅量第三名。中南大学图
书馆也公布了全年的阅读报告。据
统计，该校法学院吴凯同学去年一
年入馆882次，相当于每天至少跑
图书馆2.4次，风雨无阻。而借阅量
最大的是杜柯同学，一年借书163
册，平均两三天看完一本书。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实习生 管婷

本报4月23日讯 书香致远，
文化润民。为迎接“世界读书日”
的到来，近日，长沙市开福区浏阳
河街道福元路社区举行了一场主
题为“品读红色经典”的亲子诵读
活动。诗歌朗诵《沁园春·雪》让人
激情澎湃、 豪情万丈，《可爱的中
国》《闪闪的红星》 等片段诵读让
历史变得鲜活起来……经过激烈
角逐，3名小朋友获得一等奖，5人

获得二等奖，20人获得三等奖。
活动中，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宋俊湘捐赠了200册图书
给福元社区图书馆。 福元路社区
书记姜慧介绍，社区致力打造“书
香致远，品读福元”文化品牌，社
区图书馆藏书达8000册，居民读
者可以免费办证， 与长沙市图书
馆所有书籍实现通借通还， 全年
365天天天开放。 ■记者 丁鹏志

本报4月23日讯 湖南人爱
吃辣椒，会读书。随着全民阅读的
推广，湖南人更是爱上读书。23日
“2018书香湖南” 全民阅读活动
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 省政协
副主席戴道晋等领导出席仪式，
蔡振红宣布“2018书香湖南”全
民阅读活动启动。

当日， 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 、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
“2017年湖南省14个市州城市阅
读指数”显示：湖南省城市居民的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10.11本，
创了新高。

城市阅读指数
长沙得分最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
城市阅读指数得分最高的依旧是
长沙市，得分为71.40分。株洲市、
永州市、张家界市、常德市、湘潭
市的城市阅读指数得分均高于全
省的平均水平；而郴州市、娄底市
和吉首市的城市阅读指数表现相
对较弱，另有邵阳市、益阳市、岳
阳市、 衡阳市和怀化市的城市阅
读指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017年排名前三位的城市
分别为长沙市、 株洲市和永州
市。 从城市间差距来看，2017年
各城市的阅读指数得分差距有
所减小。

我省城市居民
人均读10本纸质书

2017年，湖南省城市阅读指
数总得分为69.59分（百分制），高
于2016年。从居民阅读量来看，从
2016年6月到2017年6月一年之
内， 湖南省城市居民的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10.11本，较2016年
调研结果（人均阅读8.07本）有所
增加；纸质图书购买量上升，被访
者人均纸质图书购买量为19.46
本（2016年人均购买16.24本）。

总体来说，2017年，纸质书受
众最广的是小说。 其次是心理励
志类、历史哲学类和生活休闲类。

手机阅读成
数字阅读的首选方式

201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手
机阅读是读者进行数字阅读的首
选方式。92.54%（2016年93.35%）
的电子图书阅读者习惯在手机上
阅读电子图书。从14个市州对比来
看，数字阅读指数表现较好的城市
为长沙市、永州市、湘潭市、张家界
市、怀化市和株洲市；表现较差的城
市为常德市、娄底市和吉首市。

从各年龄段来看， 数字阅读
26-35岁的人群得分最高；36-45
岁人群的得分也高于湖南省平均
水平，65岁以上人群的得分最低。

■记者 吴岱霞

2017年14市州城市阅读指数公布：长沙株洲永州排前三

我省城市居民人均读10本纸质书

“世界读书日”连线

“阅读达人”一年进图书馆882次
学校：“手机横行”时代更要静心阅读

社区：亲子诵读红色经典

美术生触电校园青春剧，湖南涉外“小鲜肉”火了

身高1米88的“霸道总裁”成新星

本报4月23日讯 今天，泰国
职业教育代表团来到湖南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考察“一带一路”联合
办学，现场，该校与泰国曼谷杜西
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协议， 首个合
作专业为建筑建造专业；两天前，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在马
来西亚吉隆坡， 为16名马来西亚
学生发放了预录通知书。 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 随着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沿线国家
来我省高职院校的留学生将越来
越多， 我省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趋势也越发明显。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姚利群表示， 将利用国际教育云
平台，在1至1年半的时间内，进行
远程汉语教学或派专业老师赴
泰， 让泰方学生通过口语交流关
后， 再招收他们到学校进行专业
课程学习及实训实操技能培训。
“届时，我们将会迎来全省高职院
校首批工科专业的外国留学生。”

而已被长沙民政职院预录取
的16名马来西亚学生分别选择了
婚庆服务管理、 市场营销等九个
专业， 他们毕业后将获得该校毕
业证书， 并有机会到国内相应的
本科院校进行深造。

事实上， 我省多所高职院校
已经走出国门，为“一带一路”输
送技能人才。据统计，去年，湖南
高职院校在肯尼亚、 马来西亚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技能人
才培养基地增加至4个。 培训国
（境） 外人员数7312人次， 其中，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5729人次；
向国外知名企业输送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3680名。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湖南高职院校
将迎来多名留学生
职教国际化发展趋势明显

在近日开机的青春偶像剧《别碰我心底的小柔软》中，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大一学生易恒（右）出演男一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