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浴 冶6
月 29日袁嘹亮的歌声在东方红广场尧红楼尧岳麓
书院尧校门响起袁湖大青年学子以满腔赤诚唱响
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和叶妈妈教我一支
歌曳袁深切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美好祝
福袁生动展示湖大学子的蓬勃朝气袁用青春奋进
的歌声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遥

在今年 4 月袁作为湖南首家尧全国第 9 所
高校袁湖南大学师生校友参与野青春为祖国歌
唱冶大型网络拉歌活动袁在网络上唱响湖南经
典民歌叶浏阳河曳遥 此次袁湖南大学再次用歌声
为党和祖国喝彩袁青春奋进新时代浴

野共产党辛劳为民族袁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
国冶野妈妈教我一支歌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遥 这支歌从我的心上飞出袁这支歌世世代代
永不落冶袁本次湖南大学演唱的歌曲为叶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袁 并巧妙地融入了经典歌
曲叶妈妈教我一支歌曳遥湖大学子以齐唱与独唱
相结合的方式袁用发自内心的歌声袁唱出了新
时代青年对党的热爱和信仰袁更唱出了要世世
代代传承对党的深情厚谊遥

迎风飞舞的党旗尧野七窑一冶队伍造型尧绚丽
璀璨的湖大红噎噎湖大学子用丰富多彩的演
绎方式袁展现青春的活力袁彰显内心的澎湃袁用
深情的歌声凝聚起磅礴的爱党爱国力量袁庄严
许下奋斗追梦的青春宣言遥

到长沙参加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塞舌尔
共和国财政尧贸易尧投资和经济规划部首席秘书
迈克尔窑纳勒坦比袁被东方红广场上湖大学子歌声
所吸引遥他主动来到同学们跟前袁邀请同学们一起
合影留念袁把这抹红色装入他的中非记忆中遥

歌声在校园里激荡袁 唱出了每个人的心
声袁也唱进了每个人的心头遥 路人们纷纷驻足
欣赏袁并不时点头打拍尧齐声合唱尧拍照录影袁
与湖大学子一起礼赞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遥

野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代又一代的精
神与力量浴 冶活动结束后袁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
学院 2018级本科生施一朵激动地说袁 要不忘
初心袁砥砺前行袁好好把握大学时光袁结合自己
的专业知识袁在专业学术上有所成就遥

又讯 七一到来之际袁学校党委宣传部渊新
闻办冤 联合艺术教育中心等共同拍摄制作 #青
春为祖国歌唱 # 渊奋进篇冤要要要湖大青春学子唱
响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和叶妈妈教我一
首歌曳袁深切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美
好祝福遥 歌声传播后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尧人民网尧光明网尧教
育部官方微信等中央媒体曰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尧
湖南卫视午间新闻尧湖南日报尧新湖南客户端尧
湖南教育电视台尧潇湘晨报尧三湘都市报尧红网尧
湖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等地方媒体曰今日头条尧
西瓜视频尧抖音尧澎湃新闻尧新浪微博等社会媒

体曰湖南大学官网主页大图尧湖南大学新闻网尧
官方微信尧官方微博尧官方抖音尧校广播站尧校电
视台尧大学生通讯社尧校内微信矩阵媒体等校内

媒体袁通过音频尧视频尧图片尧文字等多种形式集
中报道袁为我校学子青春歌声点赞遥遥

蒋鼎邦 舒瑞

本报讯 6月 22日上午袁野我和我的祖国窑
中国龙要要要江生喜画龙作品展冶 在湖南省图书
馆开展袁现场展出了湖南大学保安江生喜 80余
幅中国野龙冶为主题的作品袁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遥

开幕式上袁 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唐亚阳袁
湖南大学党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唐珍名袁辰溪县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晓分别致辞曰中国工艺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尧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尧湖
南大学教授陈飞虎就展览筹备情况进行介绍遥

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袁 江生喜用一幅幅精
美的画龙作品袁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尧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钟爱和对美丽中国的向往遥 江生喜靠
着想象与琢磨袁 创作出 野飞龙戏珠冶尧野火龙惊
云冶尧野龙迎朝晖冶 等一幅幅绘制精美的作品袁画
面风格独异袁立体感强遥

2005年袁 江生喜应聘到湖南大学成为一名
保安袁学校优雅尧安静的环境和同学们努力学习
的氛围给他莫大的鼓舞袁 空余时间就安心的创
作龙图袁并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遥

2009年袁 江生喜拜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尧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飞虎为师遥 在师傅
的指导下袁江生喜在龙的形态尧色彩尧构图和绘
画材料上都有所突破袁使得野龙图冶色彩更丰富尧
形态更灵活遥2016年 6月袁叶江生喜画龙作品集曳
由中国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曰同年 11 月野江生
喜画龙作品展冶在湖南大学举办袁他的画龙技艺
也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同遥

陈飞虎称赞这位编外弟子的野龙图冶院野每一
件作品袁都有不一样的构图袁不一样的色彩袁不

一样的姿态袁不一样的组合遥 冶陈飞虎也曾在江
生喜作品集的序言中说院野其意义并不在于他的
作品本身袁更在于我们应看到在学府之外袁在专
家之外袁在我们公认的所谓艺术家群体之外袁确
实存在着一批不可忽视的艺术人才遥 冶

本次展览的开幕袁吸引了来自美术界尧教育
界尧 文化艺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工商企业界数
百人参与遥 画展将持续到 6月 25日袁全程免费
开放遥

舒瑞

本报讯 7月 7日晚袁野我和我的祖国冶 湖南
大学大学生交响乐团首场音乐会在大礼堂举行袁
湖大学子用交响乐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遥音乐
会由大学生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尧常任指挥尧旅美青
年指挥家吴博担任指挥袁 旅美小提琴家周雨平担
任乐团首席袁 特邀演唱嘉宾有艺术教育中心教师
王美虹及大学生艺术团团员 2009届工管院校友
张鲁沙尧2007届工管院校友杨雪遥 中央电视台新
闻中心记者尧新闻院 2004届校友丛威娜和澳大利
悉尼科技大学体育新闻学博士 渊在读冤尧 电气院
2004届校友肖懿训担任主持遥

校党委书记邓卫袁 长沙理工大学校长曹一
家袁校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曹升元袁校党委常
委尧副校长李树涛袁校党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唐
珍名等出席音乐会遥

音乐会在一曲宏伟庄严的旋律叶红旗颂曳中
拉开序幕遥 经典重现袁是国与民最生动的角色诠
释袁 本次音乐会演奏的作品袁 既包含了 叶红旗
颂曳尧叶我爱你中国曳尧叶我的祖国曳尧叶我和我的祖
国曳等经典歌曲袁也融入了耳熟能详的电影曲目
叶复仇者联盟曳尧叶夏曳尧叶加勒比海盗曳尧叶龙猫组
曲曳 等袁 以及 叶第一单簧管协奏曲要要要第一乐

章曳尧叶g小调第 40交响曲要要要第一乐章曳尧叶四季
渊夏冤曳尧叶饮酒歌曳等经典曲目遥

我校大学生交响乐团第一次面向公众的正式
演出袁演奏的作品从巴洛克到现代袁从古典到流行袁
无论是曲目的难度与丰富程度袁还是乐团展现的整
体专业素养尧演奏水准都令人惊艳尧印象深刻遥

大学生交响乐团于 2019年 3月成立袁是由
热爱艺术尧 具有艺术特长的非艺术类在校大学
生组成遥 团员是来自 17个学院 24个专业的学
生袁由学校艺术教育中心负责艺术指导袁组织同
学们利用课余时间袁开展教学和排练工作袁四个
月的时间打造出校园文化大餐遥 本次演出由大
学生合唱团担任合唱袁大学生舞蹈团尧民乐团尧
键盘团的团员承担幕后工作遥

野我和我的祖国袁一刻也不能分割遥 无论我
走到哪里袁都流出一首赞歌噎噎冶野麓山巍巍袁湘
水泱泱遥 宏开学府袁济济沧沧噎噎冶耳熟能详的
经典旋律袁激发全场师生起身高唱袁音乐会现场
千人同唱尧共情高歌遥 青春荡漾的大礼堂袁弦歌
不绝的千年学府袁 与这些历久弥新的歌曲同频
共振袁与新时代祖国前行尧湖大奋进的铿锵足音
交相辉映浴 蒋鼎邦

本报讯 6 月 16 日晚袁湖南大学大学生合
唱团成立 10 周年音乐会在长沙市音乐厅举
行遥 从流传数十载的经典旋律袁到唱响新时代
的流行歌曲袁湖大学子用音乐献礼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袁庆祝合唱团成立十周年遥 这是我校
大学生合唱团第二次登上长沙音乐厅的舞台遥
音乐会指挥由我校大学生合唱团艺术总监尧常
任指挥唐德担任遥

本次音乐会以野抚今追昔袁未来可期冶为主
题袁共分为祝福祖国尧悠扬古风尧美好青春三大
篇章袁 既有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尧叶多情的土地曳尧
叶沁园春窑长沙曳尧叶怀念战友曳等经典爱国歌曲袁
也有 叶三十辐曳尧叶归园田居曳尧叶新窑清平乐窑村

居曳这些由中华传统古诗词改编的曲目袁还有
叶同桌的你曳尧叶大鱼曳尧叶美好的远方曳 等礼赞青
春的流行歌曲遥 合唱团部分往届成员从全国各
地共赴湘江河畔袁献唱经典曲目袁与合唱团共
同献礼祖国遥

我校大学生合唱团隶属于共青团湖南大学
委员会袁 团员均由我校非音乐专业的本科生与
硕士生组成遥 合唱团是湖南高校学生艺术团中
极具特色与影响力的团体袁 也是我校的一张文
化名片袁 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各类合唱赛事和对
外交流活动袁 在学校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蒋鼎邦

大学生交响乐团“首秀”奏响“我的祖国”

大学生合唱团 10周年 唱响长沙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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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子作为湖南省高校唯一代表
参加 2019年全国野双创冶活动周

本报讯 6月 13日上午袁以野汇聚双创
活力袁澎湃发展动力冶为主题的 2019年全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杭州启动遥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浙江
杭州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湖南大学创新创
业典型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尧第四届中
国野互联网+冶创新创业大赛野红色筑梦之旅冶
全国金奖项目参赛队员魏啸宇作为湖南省
高校唯一代表袁受邀参加活动袁担任护旗手
一职袁并与李克强总理亲切握手及交谈遥

魏啸宇说袁野我将牢记李克强总理讲话
精神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耶我敢闯尧我会闯爷袁
绝不辜负当代青年的责任浴 冶

6月 14日袁第五届中国野互联网垣冶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冶活动在浙
江嘉兴拉开帷幕袁我校游鲜生团队渊第四届中
国野互联网+冶创新创业大赛野红色筑梦之旅冶全
国金奖项目冤等参加启动仪式遥 魏啸宇代表湖
南大学参加了接旗仪式袁举旗领跑袁并与来自
全国 106所高校的大学生代表一道庄严宣誓
野红色筑梦点亮人生窑青春领航振兴中华冶遥

本届野双创冶活动周期间袁集中举办长三
角一体化创新创业合作推进会尧科技创新创
业高峰论坛尧 创响中国 2019中国科学院创
客之夜尧 风向标要要要中国创新创业先锋论
坛尧 中国青年动漫创新创业发展论坛等 15
场高规格会议论坛活动遥 李庭予

首届新闻奖颁奖仪式举行

本报讯 6月 27日袁湖南大学首届新闻
奖颁奖仪式暨 2019年宣传干事培训班在工
商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袁 对 2018年度宣传
思想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尧 首届新闻奖获奖
者进行表彰袁 并举行五场宣传思想工作专题
报告会遥校党委副书记陈伟出席活动并颁奖袁
校党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尧新闻办主任唐珍名
主持活动并作专题报告遥 各基层党委 渊党总
支冤书记尧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尧二级单位宣传
干事尧学生记者等 130余人参加活动遥

培训班上袁唐珍名作题为叶关于宣传工
作的五个基本认识曳和叶舆情处置与网络舆
论引导曳的专题报告遥 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曾欢欢作叶意识形态领域若干问题曳专题报
告袁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戚家坦作叶5G全媒
体时代 新闻舆论引导曳专题报告袁校党委
宣传部网络宣传科科长李妍蓉作叶校园新媒
体院我们在坚持什么钥 曳专题报告遥

培训班开班式上袁 现场为宣传思想工作
先进单位尧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尧首届新闻
奖优秀作品奖尧 首届新闻奖优秀学生记者奖
颁奖遥 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代表尧物理与微
电子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泽麟袁宣传思想工作
先进个人代表尧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胡蕾袁优
秀学生记者代表尧 大学生通讯社社员刘旭先
后分享经验和体会遥 舒瑞 李哲

我校 8名学生志愿者
担任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翻译工作

本报讯 6月 27日至 29日袁 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举行遥 我
校外国语学院 野百译冶 志愿服务团队派出 8
名外语志愿者袁 完成了博览会现场交替传
译尧会场翻译等工作袁充分展现了湖大学子
的青年风采与青春担当遥

在博览会非洲企业展览现场袁 李佳芮尧
王奕尧张明佳尧周义凯 4 名志愿者为来自赞
比亚的 4家公司提供现场翻译服务遥 他们协
助中非企业咨询沟通袁共接待了近百次企业
咨询袁为远道而来的非洲企业代表搭建了顺
畅的投资沟通桥梁遥

谭宁尧谢洁雅尧巢钟月尧王艳芳 4名志愿
者负责陪同接待来自非洲 33个国家的媒体
代表遥 他们主要负责翻译前期接待手册等展
会资料和湖南省媒体以及中国新闻社湖南省
分社媒体记者的采访翻译工作袁 并全程陪同
参与中非农业合作发展论坛尧 中非基础设施
与融资合作对话会尧 中非双边贸易促进研讨
会尧 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研讨会等 9个大型
会议袁帮助非洲朋友更好了解湖南和中国遥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袁作为当代大学生能
够为中非经贸合作贡献绵薄之力是非常幸
运的事情袁希望将来能凭自己的专业技能传
播中国文化和理念袁为中非关系发展做出更
多贡献遥 校团委 外国语学院

我校在读学生刘叶焕捐设野逐梦奖学金冶
本报讯 6月 10日下午袁野微猴窑逐梦奖

学金冶捐赠仪式在财院校区举行遥 我校金融
专业在读研究生袁湖南微猴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尧CEO刘叶焕向母校捐资 50 万元设立
野微猴窑逐梦奖学金冶遥 校党委副书记陈伟出
席捐赠仪式并致辞遥

刘叶焕说袁设立野微猴窑逐梦奖学金冶是
为了感恩母校的培养袁起名野逐梦冶是希望通
过这个奖学金激励更多的湖大学子勇敢地
创新创业尧追逐梦想遥

陈伟在致辞中表示袁湖南微猴科技有限
公司是我校学生在校期间创立的袁野微猴窑逐
梦奖学金冶的设立饱含孩子们对母校的深情
厚意遥

野微猴窑逐梦奖学金冶是我校第一个由在
读学生创业团队捐资设立的奖学金遥 湖南微
猴科技有限公司 4 名联合创始人均为我校
学生袁其中刘叶焕与段鸣均为我校金融专业
在读研究生袁覃丽尧罗迪强为我校毕业生遥

文亦佳

湖大青春歌声献七一赞祖国

保安江生喜“中国龙”作品展省图开展

湖大学子用歌声献七一赞祖国遥 蒋鼎邦/摄

大学生交响乐团正在演奏遥 蒋鼎邦/摄

大学生合唱团 10周年音乐会现场遥 蒋鼎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