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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1版①)他根据地势全部改造成3至8
亩的标准化大田 ， 使双季稻面积增至
1200多亩；添置插秧机2台、收割机1台、
风干机1台；虚心拜县农业局技术人员为
师，全部推行软盘抛秧和机插秧，引进农
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实行病虫专业化
防治。当年，每亩水稻产量达到800多公
斤。

“尝到了甜头，我信心更足了。” 杨
强说。2011年， 他牵头组织该乡5个种粮
专业户购置农业机械20多台（套），联合
150户农民，成立水稻机械化生产专业合

作社，建起自动遮阳育秧大棚1个，配套
自动催芽机6台，插秧机6台。今年早稻收
获粮食160多万斤。

【心声】
杨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发展

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保持农民收入持续
较快增长。 湘阴是全国的粮食生产先进
县，发展现代农业大有作为。未来3年，我
的理想是将水稻种到一万亩， 成为真正
的“种田大王”，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 � � � （上接1版②）
“根据110接警的情况，我们还加

强了重点时段、地段的巡查力度，7个
月内盘查嫌疑人员、车辆3182次。”李
贝说。

调整工作部署后，巡警的工作量
增加了，李贝和她的“兄弟们”没有丝
毫怨言。打开李贝的微博 ，无论是和
同事们一起巡逻到午夜，还是回家看
到熟睡的孩子 ， 李贝都愿意晒一晒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幸福。

一次街面巡逻，李贝和同事们查

获一半夜运牛的可疑车辆，辗转为老
农找回耕牛后，李贝意识到除严厉打
击犯罪外，还要尽全力为老百姓挽回
损失。他们开始利用休息时间 ，为被
盗抢的汽车、摩托车找到失主。

在巡逻的过程中，要面对许多危
险，许多警察不顾个人安危 ，坚决与
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今年娄底巡特
警就涌现出了全省十佳特巡警肖庆
明等先进典型。

“各个警种认真履职 ，大家相互
通力合作， 竭尽全力为老百姓服务，

老百姓的安全感和幸福就会提升 。”
李贝说。

走出大队，记者见到一辆无人守
护的摩托车上贴着 ： 巡逻民警提醒
您，请锁大锁 ！这是巡警提醒摩托车
主加强防范意识的新尝试。

【心声】
李贝 ：十八大报告提出 ，深化平

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我们要以说真话，干事实的作风，
扎扎实实把基础工作做好，努力为平
安娄底建设贡献力量。

人物小档案
陈世达，男，1940年3月出生，湖南隆回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呜

哇山歌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8岁开始学唱呜哇山歌，至今已唱了60多
年，多次在全国、全省比赛中获奖，被誉为“瑶山歌王”。

呜哇山歌是隆回虎形山上花瑶人一种特殊的劳动号子，人们称之为
“民歌中的绝唱”。 2010年，呜哇山歌在澳门永乐大剧院“穿越时空的乐
韵———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节目澳门行专场晚会” 演出，
取得了圆满成功；2011年底， 在台湾第二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动
中，陈世达携呜哇山歌表演队在台湾巡演，深受当地民众欢迎。

本报记者 刘银艳 秦慧英
通讯员 彭叶荣 罗佳成 林彬晖

一首新《呜哇山歌》
源自几千首老“呜哇山歌”

“太阳呜哇呜哇升起，阿妹呜哇呜
哇挑花……花瑶人呃唱歌喊呜哇呜
哇”，我省著名词作家金沙创作的成名
歌曲有不少， 但他对这首重新填词创
作的《呜哇山歌》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
这首歌，自2010年问世，就成为我国各
类声乐大赛和音乐会的热唱曲目 ，并
多次获得作品创作奖。

“我是在呜哇山歌的滋养下开始
创作的。 在我的故乡隆回虎形山上的
花瑶景区， 有个出了名的山歌师傅叫
陈世达，每次进山，我都会找他聊天 ，
听他一首接一首地唱当地的呜哇山
歌。 ”金沙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
听起，听得多了，他就想着要写一首新
的呜哇山歌，让它传唱得更远。

11月23日，在隆回县城，记者见到
了陈世达，70多岁的老人，笑起来开心
灿烂得像个孩子， 通透得让你觉得世
上没有“心机”二字。 于是，我们听他声
音洪亮地聊起他几十年的“歌师傅”生
涯， 听他声音更嘹亮地一首接一首唱
呜哇山歌。

他唱———
“打起来，唱起来 ，唱得青山翠鸟

飞起来———呜哇呜哇———唱得青山树
木颠倒长，唱得河里石头浮起来，少年
乖， 唱得你妹娈心把公痒起来———呜
哇呜哇———”

他又唱———
“100只蜜蜂飞过街 ，丢了99只没

回来———呜哇呜哇———还剩下一只长
毛蜜蜂回来报个信， 一直飞到广东广
西湖南湖北益阳汉口北京城内城外宝
塔尖子上面脑壳溜起眼睛鼓起翅膀甩
起爪子张起西里啪啦西里啪啦把信
回———呜哇呜哇———”

最后一句好长啊， 我们连吸两口
气才听完， 他却一口气唱下来脸不红

气不喘。 原来这首歌是他们用来练嗓
子的，谁能把最后一句唱齐了，就算出
师了，可以当“歌师傅”了。

只是他对于金沙的新作， 似乎有
点不 “领情”：“我们的歌没他那么长，
而且我们唱歌从来不重复的， 那样没
意思。 ”

原汁原味的呜哇山歌有多长？ 一
般只有4至5句长，其中打两次“呜哇”，
它也不像现代歌曲， 要把精彩的部分
一唱三叹，生怕别人记不住呢。

只是太短了听着不过瘾， 所以参
加一些大型的表演时，“歌师傅” 就会
把二三首山歌连起来唱。 陈世达会唱
的山歌多，几天几夜可以不重样。 “原
来我们花瑶有2000多首呜哇山歌 ，可
惜‘文革’时被烧掉了，现在我心里头
还记着两三百首。 ”在虎形山乡，哪家
干活需要请很多人帮工了， 就把陈世
达请去加油鼓劲，人家干一天活，他要
唱一天歌。

来想象这样的劳动场景吧： 锣鼓
喧天，“呜哇”声此起彼伏，置身其中的
村民们，有使不完的劲，也有唱不完的
歌。 这是一群快乐的人，这是现代企业
不妨模仿的“企业文化”。

这几年来， 随着呜哇山歌被确定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呜哇山歌
走出花瑶去表演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
“去过北京、澳门，去年底又去了台湾，
在台湾佛教圣地佛光山演出时， 我还
跟马英九握了手。 ”

“这个月上旬，我们4个 ‘歌师傅 ’
还到了刘三姐的故乡， 去参加全国民
歌赛，得了最佳风采奖。 ”

4个“歌师傅 ”是陈世达组织的一
支呜哇山歌表演队。 “都是家里人，戴
碧生是妹夫， 戴田生是女婿， 还有治
安。 ”治安就站在他旁边，一个浓眉大
眼的帅小伙，他的小儿子。

山歌好比春江水，
为有源头活水来

听过俄罗斯歌手维塔斯唱的 “海
豚音”吗？ 这可谓人类能发出的极高音

调，可听完陈氏父子飙的高音，感受那
穿云破雾的力量，高亢激昂的甩腔，就
觉得，这花瑶的“海豚音”，一点也不比
人家差。 也许只有这种极具穿透力的
声音， 才能带你走进花瑶那巨石嶙峋
的高山，和神秘莫测的峡谷。

陈世达告诉我们， 呜哇山歌最初
起源于花瑶祖先的劳动号子， 人们在
狩猎时， 一人敲锣击鼓领唱， 几十人
“呜哇呜哇”用吼声相和，以围剿猛兽；
而当三五个人行走在有野兽出没的大
山深处，呜哇山歌又可以帮他们壮胆。

“呜哇山歌是高腔山歌，起音要低，
再越唱越高，要一高一低结合起来唱，过
程中也要有高低起伏。 有个声乐老师听
了后，说这是真假声结合演唱。 ”

这种你只管开唱， 有人紧随其后
来总结的感觉还真好。 但这么多专业
音乐人士关注呜哇山歌也不奇怪 ，它
是“民歌中的绝唱”嘛，有一位音乐专
家曾评价：“就是世界上著名的男高音
歌唱家， 也唱不出呜哇山歌中的一些
高音来。 ”

看似山野味的呜哇山歌， 其实顺
应了不少科学的歌唱原理。

譬如也要练声。
“好嗓子不是天生的， 是练出来

的，嗓子越唱才越开阔。 ”12岁开始学
唱山歌的治安， 印象最深的是清晨四
五点钟就要跟着父亲到山上去练声 。
他们会选择离村子比较远一点的高山
上，山上空气新鲜，当然 ，也怕练习打

“哦嗬”时会吵着人家。
打了“呜哇 ”还要打 “哦嗬 ”，呜哇

山歌的名堂还挺多， 我们也领略了它
的威力。 但听得，伴随一通震耳欲聋的
锣鼓，“哦嗬嗬嗬，哦嗬嗬嗬”的呼喊声
不期而至，像打雷一样摄人心魄。 陈世
达说，如果敲了锣鼓，就一定要打 “哦
嗬”，原来，“歌师傅”们唱歌，也没有主
持人“报幕”， 打了“哦嗬”就是提醒听
众和伴唱们，要开唱了。

“‘哦嗬’是最难打的，嗓子要相当
地好。 ”去年，乡长带了个学声乐的来
到他们草原村，要跟他们PK，结果，对
方只唱到一半，就唱不下去了。

“儿子打的‘哦嗬’还不太完整，但他
老实肯学，也用心，是我最得意的徒弟。”
陈治安把父亲会唱的山歌全都背了下
来，还记在了本子上。 除了悉心教儿子，
陈世达还带了10来个徒弟，都出师了。

“我不保守，谁跟我学，我都教，因
为我是传承人嘛。 ”

他们护嗓也有一绝———墨杆根 。
是当地一种独特的药材， 要跑到离村
子很远的地方才能挖到。 他们说，把墨
杆根经常含在嘴里，效果比 “金嗓子 ”
还要好。

陈老现在还种了十几亩地， 去年
收成不错，马铃薯、红薯 、玉米之类收
了几千公斤。 “劳动就是锻炼身体，身
体好才能唱好歌 ， 要不嗓子早就废
了。 ”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打过针吃
过药，偶尔有点小感冒，就拿自家种的
金银花煎水喝。

但陈老爱喝酒， 就不是每位声乐
爱好者能效仿的了。 “父亲不喝酒就唱
不出，喝了酒才有那种劲头。 ”治安说
父亲最爱喝的是自家酿的米酒， 一餐
二三两，早餐也不落。

只要住在花瑶，
不管哪个民族，都是花瑶人

看陈氏父子，脸上总洋溢一种发
自内心的快乐。 对人，坦诚像水晶，对
己，简单无奢求。 他们的生活，似一块
熏得恰到好处的腊肉， 香得瓷实，又
幸福得淌油。

这样的快乐从哪里来？
也许是从无边的花海里来。
已被公布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并入选“新潇湘八景”的花瑶景区，是
花的海洋。 每年四五月间，一山一山
的杜鹃花竞相开放， 杜鹃花谢后，金
银花又爬满了每家每户的篱笆旁、山
坡上。 正是这花的海洋，滋养了这个
民族浪漫的气息与乐观的天性。

所以花瑶女子爱美，一生的精力
就只为身上的漂亮衣服， 一件衣服，

挑花28万多针，在节日里盛装出席，就
像花儿一样灿烂。 “花瑶”亦由此得名。

又也许是从花瑶人不折不挠的个
性里来。

在众多的瑶族分支中， 花瑶是个
独特的族群。 历史上长期受到封建王
朝的镇压和驱赶， 他们的祖先从江西
吉安一路迁徙向西， 逃进了隆回的虎
形山。 尽管处境是那样艰难恶劣，他们
也没有让歌声停下。

陈世达说，花瑶每年3次的赶苗习
俗， 其实是先祖们为了逃避官兵的追
杀，聚会讨论如何走下一步而设的。 如
今，历史的阴霾已消散 ，聚会的日子 ，
已演变成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 “对
歌”节日，花瑶人称其为“讨僚皈”。

花瑶是个爱唱歌的民族 。 “饭养
身，歌养心 ”，男女老少都把唱山歌当
做最开心的事情，而呜哇山歌，则每个
花瑶人都会唱那么几句。

“母亲是麻辣歌师傅，父亲是呜哇
山歌师傅。两口子，唱歌唱拢的。”在这样
的耳濡目染下，陈治安想不唱歌都难。

麻辣歌，花瑶人对情歌的别称。 情
歌一唱，听起来麻酥酥 、火辣辣 ，多么
形象。 花瑶人忙时用呜哇山歌助兴，闲
时则以麻辣歌定情，日子比蜜还甜。

最初我们想当然以为陈世达是瑶
族人，一问方知是汉族 ，在花瑶 ，汉瑶
可以对亲， 而汉瑶一家， 早已不分彼
此。 只要住在花瑶，不管哪个民族，都
是花瑶人。

当晚，大家把酒言欢，陈老和治安
唱起最热烈的劝酒歌，唱到最后，众人
加入到那声震天外的 “哦嗬嗬嗬”，怡
然忘我，而陈世达，早已在一瓶邵阳老
酒的微醺中手舞足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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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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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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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达：
在隆回西北部的虎形山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住在大山深

处的金银花海里，几十万针挑花只为一件美丽的衣裳，他们奉黄
瓜为神灵，他们唱着神秘狂野的山歌———“呜哇呜哇”。

太阳在歌声中冉冉升起，好奇地探究着这群人，他们扛着锄
头上山，背着箩筐上山，可还有一个人，他胸前兜着鼓、腰间别着
锣上山，是如此与众不同。 那高亢快乐的呜哇歌声，就这样和着
锣鼓，驱走了一天辛勤耕作的劳累。 有哪个民族，能像花瑶人这
样，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还坚守着这份最本真的快乐和这让
人不可思议的古老职业———

■寻找文化的根———非遗传承人輥輳訛

本报记者 左丹 赵成新

ICU病房，一个每天都在与死神
搏斗的地方。

40出头的赵双平却在这里工作20
余年了。 赵双平究竟从死亡线上挽救
了多少条生命，他自己也记不清。 挑战
和辛苦，是他浓缩工作感受的“字眼”。

12月17日，记者在湘雅医院ICU病
房医生办公室看到，患者送给赵双平的
锦旗挂满了墙壁，也就在这一天，又一
位患者家属给他送来了感谢信。 而这对
赵双平来说，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湖南医科大毕业的赵双平，原本
分配到医院的麻醉科。 1991年，医院
组建ICU病房，集中救治命悬一线的
急性危重病人，勤奋好学的赵双平成
了一名ICU病房医生，从此开始了他
与死神搏斗的从医生涯。

大手术后的危重病人，是ICU病房
收治的对象之一。 这类病人稍有不慎
很容易成为死神虏获的对象。 而赵双
平为救治这样一名危重病人， 曾在手
术室里衣带未解地整整奋战了7天7夜。

那是一名实施肝移植手术的病
人。 肝脏移植是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
术后感染、排异反应等，每一关对病人
来说都是生死劫。 医院外科专家在完
成手术后，考虑到病人的身体状况，不
能移动， 决定将ICU病房搬进手术室。
术后治疗的重担落在了赵双平肩上。

这种压力，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整整7天7夜，在那间狭小的不到10

平方米的手术室里，赵双平寸步不离守
着病人， 严密监测病人的生命指标，并
对其进行对症救治， 饿了就吃盒饭，困
了就在手术室角落里蜷曲睡一会。

7天过去了，病人终于闯过了术后

生死关，可以回到普通病房治疗了。
而时年30多岁的赵双平走出手

术室，准备步行回家时 ，才发现自己
因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再加之蜷曲在
那间手术室里，双腿肿大 ，每走一步
都钻心地痛……

“我从未后悔选择当医生。 虽然
辛苦，但每次看到自己的努力 ，能换
回一条鲜活的生命，我觉得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赵双平说。

ICU病房， 接收的危重病人，往
往来自多个科室。 救急时刻，挑战不
是有勇无谋的蛮干，而是知识技能与
准确判断的完美叠加。

2001年9月的一天，一位年仅18岁、
不明原因深度昏迷、心脏反复骤停的株
洲女孩，被紧急送到了湘雅医院ICU病
室。一个年轻的生命眼看着就要被死神
夺走。悲痛欲绝的母亲陷入了深深的绝
望中，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决不能让这么年轻的一条生命
被死神夺走！ ”赵双平一面努力为女孩
做心肺复苏急救， 一面大脑飞速思考
她致病的原因。 “株洲最近出现了一种
药物导致20多人中毒的情况， 女孩是
不是也吃了这种药？ ”这一念头在赵双
平脑海中飞闪而过， 经与女孩母亲交
谈，赵双平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找到了致病原因，赵双平的信心
更足了。 他马上调整救治方案，对女
孩实施对症抢救。 很快，女孩的心跳
慢慢复苏了 ， 各项生命指标趋向平
稳，女孩的母亲转悲为喜。

“当妈妈都陷入绝望要放弃我
时， 是赵医生的坚持 ， 让我活下来
了。 ”女孩感慨不已。

这一坚持 ， 是知识与经验的积
累，他才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赵双平爱 “啃 ”古今药典和医学
著作，对新发病例、病情诊断的把控，
有着高度的嗅觉敏感。

2009年1月29日， 怀化发现了人
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21岁的年
轻患者命悬一线。

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生死争夺
战。 由于人类对禽流感病毒普遍缺乏
免疫力，加之感染该病毒后的高病死
率和传染性，有些地区出现多起死亡
病例。 湖南首次出现该病例，能不能
战胜死神，大家的心都悬得高高的。

“不能再死人了！ ”赵双平再次向
死神发起挑战。 给患者面罩给氧，接
上监护设备， 了解患者生命体征，对
患者进行体格检查……穿着隔离服
和防护衣的赵双平，挽救生命的使命
感，让他顾不上恐惧 ，投入到紧张的
战斗中，大胆摸索着防治对策。

整整5天5夜。 赵双平与抢救组的
成员一起守在医院开辟的人禽流感
救治与监护病房， 生怕有一点闪失。
因控制措施得力 ，几天后 ，患者的病
情终于稳住了。 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赵双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而此次成功的救治，是全国抢救
成功的第3例人禽流感患者！

干这行 ，有欣慰 ，也有遗憾 。 有
时，无论赵双平怎么努力 ，被救治的
患者还是离开了人世。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的
周末，长沙下着暴雨。 晚上7时许，家
住长沙二马路的赵双平接到医院电
话，一位老娭毑胰腺炎发作 ，生命垂
危，要他赶往ICU病房抢救。 而此时，
湘江涨大水， 长沙市内多处被淹，二
马路上的水有2到3厘米深。 赵双平卷
起裤管，推起单车就往医院赶去。

又是整整5小时的与死神战斗，汗
水都湿透了衣背， 但老娭毑还是走了。
当晚12时， 疲惫的赵双平从医院出来，
洪水已涨至膝盖之上。从水中摸索着回
到家时，他全身被雨水淋得透湿……

意想不到的是 ，一个月后 ，老娭
毑的女儿特意来到医院 ， 找到赵双
平，对他说：“我母亲走了 ，但我们还
是非常感激。 你为我母亲花了不少心
血，你尽力了，我们没有遗憾。 ”

“‘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
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而羞耻。’这是我很喜欢的名言。我也希
望自己的一生，能竭尽所能挽救更多人
的生命。 ”赵双平告诉记者。

陈惠芳

大千世界， 生命是最重要的。
在生命面前，很多东西都会黯然失
色。 作为救治急性危重病人的赵双
平，深知责任的重大。

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吗？生命
不能承受之轻，也不能承受之重。 当
病魔袭来，生命面临死神的严重威胁
之时， 赵双平担当了极为重要的使
命。 挽救生命，等于重塑生命。

艰难的挑战，充满复杂性的成
功， 显示了一名医生本身的力量。
这种力量包含了一名医生的职业
本能，更包含了他对生命的敬畏与
热爱。 爱他人，就是爱自己。 这就是
生命的厚度。 人生价值也在其中。

挑战死神 ———记湘雅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教授赵双平

身边的好医生
电子邮箱 hndaily@163.com

■短评

生命的厚度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周璐）随着元旦、春节临近，
长沙警方决定从今天起至明年2月24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严排查、打
非法、强管控、重宣传、保平安”为主
题的烟花爆竹专项检查整治行动。

公安机关将严查非法经营活动，
严禁非法销售礼花弹等A级产品，严

禁非法销售超标、伪劣、假冒和禁止个
人燃放产品， 严禁在城乡集贸市场集
中、连片经营烟花爆竹，严禁仓库超量
储存烟花爆竹。 严禁在民用建筑底层
或在居民楼内设置零售点、 非法储存
仓库， 严禁商贩走街串巷兜售烟花爆
竹，严禁在销售现场试放烟花爆竹，严
禁零售点超量存放烟花爆竹。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珺） 12月18日， 广发银行
湘潭支行正式开业 ， 这也是广发银
行长沙分行在省内继株洲 、 衡阳后
设立的第3家异地分支机构 。 据悉 ，
其湘潭支行从批准筹备到开业 ， 仅
用了3个半月时间， 目前该行存款已

达11.9亿元。
立足当地实际， 广发银行湘潭支

行与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昭山示范
区、 天易示范区、 岳塘区等进行了全

面项目对接， 未来将明确以个人储蓄
业务为基础， 以园区、 核心企业为支
撑， 以中小、 抵押经营贷为主体， 以
投行业务、 票据业务、 机构性存款为

业务增长点的市场定位。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入湘已有三

年 ， 是广发银行重组以来新设立的
第一家分行 。 经过快速发展 ， 现已
拥有6家机构网点 、 12家自助银行 ，
同时还有数家异地分行 、 同城支行
正在积极筹备中。

广发银行落子湘潭

12月23日晚9时许，长沙市韶山路窑岭路段，有位两轮摩托车司机将销售夜
宵的手推车拖挂在摩托车尾部上路行驶。 两轮摩托车随意拖货上路违反了交通
法规，给交通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请珍惜生命！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长沙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

图片说事图片说事
邮箱： 4329536@163.com

“摩托拖车”，险！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伟
锋）为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
作， 省安委会日前作出专门部署，自
今年12月至明年3月， 集中排查公共
场所安全隐患。

根据省安委会下发的集中整治
方案，将对餐饮住宿场所、营业仓储
场所、文体休闲娱乐场所、教育卫生
和社会福利服务场所、 公共交通场

所、 能源供应场所以及各类临时搭
建舞台等八类重点对象集中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 、治理 。对无证无照 、证
照不全或证照过期从事生产经营建
设；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不健全，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不到位 ；
违规使用不安全设备、 从业人员安
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十二项重点内
容开展联合集中执法。

省安委会专门部署
集中排查公共场所安全隐患

陈世达， 一个快乐的 “花瑶歌王”。 本报记者 刘银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