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3日上午，本届德馨杯进行了国际组决赛比拼。 中新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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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韩少功做客湖南图书馆

解读汉语文的前世今生

A15 文体看台

本报5月3日讯 2日晚7
点，湖南图书馆多媒体演示厅
座无虚席，200余名听众汇聚
一堂，静静倾听由著名作家韩
少功先生带来的专题讲座《汉
语文的前世今生》。

寻找汉语文的前世今生

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倡
导者。1985年， 他率先在一篇
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
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
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
壤中”，并提出应该“在立足现
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
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
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从此，中
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
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
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
的挖掘， 他们的创作被称为
“寻根文学”。 在本场讲座中，
韩少功先生将带领读者寻找
汉语文的前世今生，寻找汉语
文的根源与发展。

韩少功用聊天的方式，将
《汉语文的前世今生》这个看似
很大的主题讲解得深入浅出。

从我国近代对汉语言进
行的变革开始切入，他说：“在

近百年以来关于汉语文的
争论特别多，曾经知识界几
乎一致认为我们的汉语文
应该消灭掉，提出对汉语言
进行拼音化和拉丁化，现在
看来这个要深刻的反省。”

他将汉语文与英文以
及韩国、日本、越南的文字
进行对比， 并从输入速度、
用字节省性、 易理解性、语
种规模等方面，解读汉语文
的优势和特点。

他说：“曾经我们对汉
语文的自信心极度下降，到
一致认为要消灭汉语文的
时候，现在又回头了，走出
了一个汉语文正在重新的

复活，重新的振兴、崛起，甚至
在开始有利地影响到世界各
国的时候的过程了。”

《热血湖湘·青年力量》
5月省图开讲

这场讲座是湖南图书馆
2018年纪念世界读书日“阅
读·阅时尚 湖湘阅读新主张”
系列活动中的重磅活动。

除此之外， 这个5月为纪
念第99个五四青年节，传承五
四精神，省图书馆特别策划了
《热血湖湘·青年力量》系列讲
座，邀请多位年纪尚轻却已在
各自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英
才，如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文物
修复专业教师刘胄；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研中心书
记、硕士生导师胡晓；嘉盛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兼CEO、湖南大众语言艺术研
究会专家委员会专家秦志发；
“海归硕士”湖南“利天然”山
茶油品牌创始人谢琼等将登
坛布道，彰显湖湘有志青年志
识，弘扬湖湘青年正能量。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羊漾 杨庆怀

1.《捡来的瓷器史》,涂睿明著，湖
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 从偶
然捡到的古瓷碎片中，发现中国瓷史
的重要瞬间。

2.《南村传奇》，汤素兰著，湖南少
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 勇敢
与牺牲、爱与美的故事唤起孩子对亘古
恒今的生命价值和美好生活的追寻。

3.《内境·外象： 姚仁喜的建筑美
学》，姚仁喜著，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
年12月出版 。 内容美且装帧奇特，透
出内封的“内境”二字。

4.《给孩子讲相对论》，李淼、王爽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3月
出版 。大科学家讲给小朋友的前沿物
理学，让孩子轻松读懂爱因斯坦的伟
大理论。

5.《一日一诗》，李元洛著，湖南美
术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严选365首
贴合时节的古典之诗， 精挑365幅风
致古雅的名家之画， 收录365篇简洁
隽永的倾心品鉴。

6.《玩儿》，于谦著，湖南文艺出版
社2018年3月出版 。 于谦唯一公开出
版作品，郭德纲作序推荐，字里行间
展现老北京气息。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本报5月3日讯 今日，湖
南广播电视台、长沙华谊兄弟
电影小镇、摩登天空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宣布合力在长
沙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基础上
打造“融媒体艺术小镇”，再造
湖南文化旅游新地标。

长沙华谊兄弟电影小镇
位于湖南湘江新区大王山旅
游度假中心内，规划总用地约
1000亩， 总建筑面积约23万
平方米， 分“意大利小镇”和
“老长沙小镇”两期滚动开发。

据华谊兄弟(长沙)电影文
化城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启东
介绍，一期“意大利小镇”将于
今年9月28日正式开园， 意大
利小镇选取了山城阿西西和
水城威尼斯，高度还原中世纪
意大利迷你古镇的风采，“我
们采取建筑美学的理念，邀请
了意大利的文物修复专家，来

对我们的外立面进行做旧雕
刻，目前在进行外立面和内部
装修。”

此次广电、文化、音乐三
大行业标杆合力打造“融媒体
艺术小镇”， 将致力探索行业
跨界合作的新模式。 其中，湖
南电台和长沙华谊兄弟电影
小镇一道从意大利引入欧洲
第一、世界第二大的爵士音乐
节———翁布里亚爵士音乐节，
国庆期间正式落地长沙华谊
兄弟电影小镇， 音乐节汇集了
世界顶尖爵士艺人、 国内爵士
音乐人和摩登天空旗下优质
的爵士艺人。与此同时，摩登天
空将携手湖南广电和长沙华谊
兄弟电影小镇， 联手将其打造
为湖南地区、 乃至中南地区原
创音乐的孵化和扶持中心，力
争成为湖南城市文化新地标。
■记者 袁欣 通讯员 高利亚

本报5月3日讯 北京时间3日凌
晨， 在本赛季欧冠半决赛次回合焦点
战———利物浦对阵罗马的比赛中，马
内开场打破僵局， 米尔纳随后自摆乌
龙， 维纳尔杜姆上半场结束前头球建
功，哲科下半场扳回一城，纳英戈兰终
场前连进两球， 最终利物浦客场2:4
不敌罗马， 但依然凭借两回合总比分
7:6淘汰对手，与皇马会师决赛。

而就在北京时间2日的比赛中，皇
马主场2:2战平拜仁， 以总比分4:3淘
汰对手，连续3年晋级欧冠决赛。皇马与
利物浦之间的第一场决赛将于北京时
间5月27日2时45分进行。 ■记者叶竹

本报5月3日讯 2018
美巡系列赛-中国年度第三
站长沙锦标赛3日在湖南龙
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
挥杆。本站赛事至6日结束，
共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
中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
144位选手参赛， 总奖金
150万人民币。 这也是美巡
系列赛自2014年落户中国
后， 首度来到湖南举行，民
众可前往免费观赛。

美巡赛是世界顶级的
职业高尔夫平台，每年举办
超过130场职业赛事， 包括
美巡赛、冠军巡回赛、韦伯

网巡回赛、 美巡拉美赛、麦
肯齐巡回赛-美巡加拿大赛
和美巡系列赛-中国。 美巡
赛2014年在中国设立发展
级巡回赛，在前三个赛季一
共举办了37场比赛。

据悉，本站赛事将进行
四轮72洞比杆赛， 共有46
位中国选手参赛。经过3日
当天首轮角逐，26岁的韩
裔美国球员杰弗瑞·姜单独
领先成绩榜。43岁的中国
球员吴红富和37岁的湖南
本土球员刘碧，与另两位韩
裔球员暂时并列成绩榜第
二位。

■记者 叶竹

美巡系列赛-中国长沙锦标赛挥杆

长沙华谊兄弟电影小镇9月开园

利物浦与皇马争“冠”

（2018年3月-4月）

德馨杯
走过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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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日讯 今日下
午， 为期5天的东升竞体
2018第十一届 “雨花·鲁
能·德馨杯” 国际少儿足球
邀请赛在长沙闭幕，韩国马
山合城学校、衡阳市融冠足
球队、长沙市长塘里第二小
学分别获得国际组、校园甲
组、校园乙组冠军。在闭幕
式上，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熊倪等领导为三个组别的
冠亚季军颁奖，并为最佳球
员、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
等颁发奖项。

校园足球是我国推广
青少年足球的主战场。2016
年，长沙市颁布了《关于加
快发展我市青少年校园足
球的实施意见》， 强调在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把足球
作为体育课的必修内容，保
证每周一节足球课，建立班
级、年级、校级、区级四级联
赛体系；同时增建足球特色
学校， 创建各种校园足球
队。近两年长沙市校园足球
蓬勃发展，每年都增加40所
左右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到2017年，长沙市共创建了
107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110所市级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注
册的青少年足球队员已有
1.8万多人。据了解，从2009
年至今，仅德馨园小学就向
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恒
大足球学校等国内专业足
校学校和雅礼中学、明德中
学等省内各大中学，输送了
73名足球人才。

本届邀请赛由湖南省
体育局、 长沙市体育局、长
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湖南
省足球协会主办，长沙市雨
花区教育局、中国足球协会
（湖南） 青少年足球训练中
心承办。以德馨园小学命名
的“德馨杯”国际少儿足球
邀请赛是雨花区推进青少
年校园足球发展的品牌项
目， 已成功举办了11届，成
为中国（湖南）最大、运营时
间最长的校园足球联赛，有
效带动了湖南校园足球运
动的发展。

■记者 叶竹

韩少功，1953年出生于湖南
长沙，祖籍湖南澧县 。著名作家。代
表作品《月兰》、《马桥词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