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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汪静） “爱 TA，就送 TA 星座宝贝！”
中国建设银行推陈出新，隆重推
出建 行金马年新产品——星座
宝贝。星座宝贝的材质为 Au999，
每个重 2.5g，单价是 1280 元 / 枚，
中国建设银行网店有售。

中国有 12 生肖，西方 有 12
星座，皆以神秘力量，刻画人生
轨迹。流传了几千年的星座符号，
传 递着古希腊 诸神的血脉与神
奇。散发着古老星座的纯洁与魔
力，焕发着浪漫的色彩。十二星座，
不仅是时尚文化元素，也是人们

专属性的护身符。
星座源自西方，“四分法” 将

星座按照火、地、风、水四种不同
的自然元素分类：火象星座：包括
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地象星
座：包括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
风象星座：包括双子座、天秤座、
水瓶座。水象星座：包括巨蟹座、
天蝎座、双鱼座。根据十二个星
座中他们一些共同的特性进行分
组，同类型的星座在一起就会有
比较多共同点，比较速配，可以相
互扶持，才能够得心应手，事事
顺利，而减少阻碍，获得理想的

成就。挑选与自己相合星座的挂件，
长期随身，自然能够加强力量，达
到增强运势的目的。

中国建设银行 ---2014 星座
宝贝已全面上线，详情请咨询中
国建设银行各网点。

建行马年新产品上市——

爱 TA，就送TA 星座宝贝

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今日女报》
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本报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
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0731-82333623）。

■妇联星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雷琳琳）春风过境，万花齐放，
鲜花的海洋如狂潮般席卷而来，
最先进入眼帘的就是大气磅礴的
油菜花，从每年的 3 月开始，是
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旅游爱
好者和摄影爱好者最向往的季
节。

周末踏春去哪儿？去崀山享
花的盛宴显然是个上佳的选择。

湖南宝中旅游联动全省市州
公司在这个春季特别策划“崀山

踏青赏花季——最美崀山、丹霞
风光巴士 2 日游”大型主题活动，
这个春季，随宝中旅游一起去崀

山，看金黄的油菜花铺满田野间，
扑鼻的芳香必定会让你沉醉。

湖南宝中旅游总经理卢相东
表示，在 3 月明媚的春光里，金
黄的油菜花将铺满世界自然遗产
地·四姑 娘山骆驼峰下的田野
间，近万亩的油菜花地是一片金
黄，游人不论是登临寨顶还是漫
步于乡间小道，灵动的丹霞峰峦、

古朴的民居村宅、传统的农耕活
动、怡静的田园风光与油菜花海
巧妙结合，辉映成趣，将成为这
个春天不可错过的优美画卷。

旅游推荐：
湖南宝中旅游“崀山踏青赏花

季—最美崀山、丹霞风光巴士2日游”
原价398 元 /人，现价仅 298

元 /人
出发日期：3月22日、4月5日
报名咨询：湖南宝中旅游全

省200 家门店一站式服务

周末别闷在家里，去崀山踏青赏花吧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寒
冰 实习生 李元红）周杰伦、邓紫琪、
陈绮贞都将陆续来长沙开演唱会；
湖南特色杂技、歌舞也将陆续推
到国际演出舞台……3 月 18 日，湖
南省演艺集团在推出一系列重大项
目后，又新添生力军——演艺集团
入资参股民营企业木子时代传媒，
成立湖南演艺集团木子时代传媒
有限公司。

湖南省演艺集团是省管大型

国有文化演艺企业，去年底成立，
由省杂技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大剧院、湖南省演出公司等 8
个单位组成。演艺集团入资参股木
子时代传媒是艺术生产前端和终
端的一次结合。湖南演艺集团董事
长吴友云介绍，此次合作旨在增强
演艺集团的积极性，优化产业结构
和内部风险控制，使演艺集团实现
稳健可持续发展，也将为市民提供
更多元化的娱乐文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何
莉）您是不是在职多年苦于无处深
造？现在好机会来啦！为满足和谐
社会建设对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的
需求，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
政学院将面向社会招收社会学全日
制研究生班学员，为政府部门、妇
联组织及非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培养
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
型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专门人才以
及社会学研究人才。

此次招生专业为社会学专业，
研究方向分别为女性社会学和社
会工作。凡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大
专学历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
品行端正、身体健康的人员均可报
考。在职干部报名时须经单位组织
人事部门批准。符合报考条件的人
员带学历证明书和一寸照片 2 张，
到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研究生
部招生办报名。

入学考试时间于 5 月 26 日至
27 日在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
校教学楼进行，考试科目包括政治
理论、英语、社会学原理和社会研
究方法，专业考试参考书为《社会
学概论新修》（第三版，郑杭生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社会研

究方法教程》（袁方主编，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根据考试成绩、
政治表现和体检结果决定复试名
单；经复试、政审合格者，由省委
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签发正式录
取通知书。所有学员将全日制脱产
学习两年。每生全程缴纳 17000 元，
其中学费 14000 元、住宿费 2400
元，教材费 600 元。

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规定的
学业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论
文答辩通过，颁发中共湖南省委
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全日制研究生
毕业证书，依据中发〔2000〕10 号
和湘发〔2000〕23 号文件以及省委
组织部、省教育厅联合下发的湘组

（2003）33 号文件规定，享受国民
教育全日制研究生班毕业生待遇。

报 名时 间为 2014 年 3 月 1 日
至 5 月 20 日；报名地点：省委党
校、湖南行政学院本部（长沙市白
云路 386 号）综合大楼三楼研究生
部招生办（313 室）；联 系 人：尹
吟雪  郭晓勇；联系电话：0731—
82780214  13755008292；各县（市、
区）妇联可推荐 1—2 人报考，名
单于 5 月 10 日前报省妇女干部学
校，传真：0731-82780214。

我省将招收
社会学全日制研究生班学员
将颁发全日制研究生毕业证书

株洲市女企业家联合会开展慈善募捐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朱

新艳 李文佳 董敏 ）3 月 13 日，株
洲市女企业家联合会举行庆“三八”
暨“凤舞株洲，与梦想同行”主题
报告会，并再次启动慈善基金募
集活动。株洲市女企业家联合会
成立于 2010 年，其前身为市女企

业家协会、市女企业家商会，现有
会员 100 多人。去年，该会会员企
业纳税超过 1.1 亿元，提供就业岗
位 7000 余个。去年，株洲女企业
家联合会参与市妇联“春蕾爱心屋”
活动，32 位女企业家累计捐款 14
万元。

耒阳市开展“法律六进”咨询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记者 喻

秋霖）在第十五个“148”妇女维权
周来临之际，3 月 14 日，耒阳市妇
联和耒阳市司法局在汽车西站附近
开展了“法律六进”妇女维权咨询
活动。

本次活动以“法律温暖 家庭
幸福”为主题，以《衡阳市家庭暴
力处置办法》为主要宣传内容，以

“法律六进”为载体，切实将法制
宣传与维权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家
庭，送到广大妇女身边，做到“服
务进社区，法律进心里”。

蔡子池街道办事处妇联和聂
洲、西关等社区妇联参与了此次活
动。司法局为方便妇女咨询有关法
律的各个问题，专门开设了法律咨
询电话热线：4344148.

天心区表彰“好婆婆、好媳妇、好丈夫”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喻秋

霖）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召开纪念
“三八”妇女节暨“好婆婆、好媳妇、

好丈夫”表彰会议，由群众评选的
五十多名好婆婆、好媳妇、好丈夫

出席会议。5 位代表上台发言。长
沙市妇联主席谭慧慧出席会议并
讲话，她要求天心区各级妇联组织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求
真务实，开创妇女事业发展新局面。

湖南省演艺集团又添生力军

文 / 通讯员 朱新艳  李文佳
当很多夫妇把时间和精力花

在改善自己的家庭物质生活时，株
洲一对夫妇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
改善别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上。几
年来，他们开展“国学大讲坛”，
骑着电单车免费给市民讲解经典
国学，听众达 6 万人次之多……

学生慕名而来　

在株洲市天元区鼎诚大厦 19
楼大厅，有一块告示牌常引人驻
足细看，上面是“神农书院·国
学大讲坛”公益系列讲座的预告。

自 2008 年 12 月起，每周四
晚上，都有专家、学者在此义务
授课，讲座内容涉及儒、释、道、
礼仪、励志、养生、亲子等传统
文化。这便是“国学大讲坛”。

由童心、潇童夫妇组织的株
洲市儒学会在天元区首设“国学
大讲坛”，每周四晚上 8 时开课，
至今已经开坛 552 期，累计有 6
万余人次直接参与其中。

听众各个行业都有，常有农
民工前来听课，他们往往连工作
服都没来得及换。有一位六十多
岁的老先生是“国学大讲坛”的
铁杆粉丝，每期必来，有一次因
事不能来，特意打电话请假。

2012 年 4 月，株洲市儒学会
与天元区文明办、天元区妇联联
合开展“国学精华进社区”活动，
由市儒学会会长童心主讲。迄今
为止，该活动已开展 100 余场，
吸引近 7000 多名居民前来听课，
并免费发放《论语初级读本》。

2012 年 7 至 10 月， 市儒 学

会和区妇联开展“国学七进”活动，
又将国儒学思想带入行政事业机
关、企业、部队、学校、村等地。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给我
们留下了无数的精神食粮。国学
经典，经过了五千年文明的积淀，
我们有责任、有理由将之继承发
扬传承后世，国学 教育责任重
大。”童心、潇童夫妇经常如是说。

抵押房子给专家买往
返机票

为何走 上推广国学的道 路
呢？童心说，1995 年，他经历离
职、暴富又一夜输光等波折，此
时恰巧读到了一本朋友赠送的《论
语别裁》，他顿时豁然开朗。从此，
童心开始到处找书看，逐渐结交
了一群朋友，其中就有后来成为
妻子的潇童。

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推广工作
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2001 年，
童心、潇童夫妇离开了株洲市电
视台，专心从事儿童经典 教育。
这在当时还很罕见。最多时，两
人要给四十多个孩子上课。

2007 年，他们的孩子 进 入
大学就读，童心、潇童夫妇又将
眼光转向了成人。2008 年 3 月，
他们牵头成立了株洲市儒学会。

作为一个没编制、没收入的
非盈利性社团组织，童心说，经费
主要靠赞助，但创办之初还是靠自
身积累。为了国学，夫妻俩不止一
次打家里自住的那套房子的主意。

2008 年 9 月， 株 洲 举 办 第
二届读书节。童心夫妇邀请到著
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中华孔子

学会副会长、清 华大学教授钱
逊等知名学者来株洲进行公益讲
座。为筹措专家往返机票食宿等
费用，他们将房子抵押出去才借
到一笔钱。

如今，童心、潇童夫妇的事
业感动了很多人，文广新局、区
文明办以及企业和个人主动拨款
或赞助。童心笑言：“看来那套
房子不用卖了。”

株洲市领导多次在有关文化
的会议上肯定儒学会与“国学大
讲坛”。时任株洲市委书记的陈
君文也常通过“国学大讲坛”与
市民交流互动。

今年，童心、萧童家庭荣获
省妇联颁发的 2013 年度“湖南省
五好文明家庭标兵”的荣誉称号。

如今，童心、潇童的生活仍
很节省，出去讲课骑一辆电动车。
不过，“国学大讲坛”目前运转良
好，两人谦虚地说 ：“看样子还
能继续做下去。”

（株洲市妇联推荐）

株洲夫妻骑电单车义务巡讲——

开课 552 期，夫妇俩免费给 6万人讲国学

征文启事：
今年 2 月至 5 月，由全国

妇联主办的“寻找‘最美家庭’”
活动全面展开，湖南省妇联“寻
找‘最美家庭’”活动同步启动。
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
勤俭节约、邻里互助……如果您
或您身边的家庭拥有这些家庭
美德，您可登录该活动的湖南
官网凤网介绍这个家庭的优秀事
迹，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皆
可。您推荐的家庭将有机会参与
全国妇联“最美家庭”的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