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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薇

11月30日，围绕文学而展开的“我
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 在长
沙开幕。 在媒体见面会上，90高龄、依
然精神矍铄的黄永玉， 面对多家媒体
的轮番“轰炸”，笑容可掬，妙语连珠。
现场笑声不断，气氛很活跃。

快乐不是我的追求
豁达、开朗，喜欢说笑话。黄永玉

总能给人带来快乐。在其独创的“动物
短句”中，他用这样一句话总结蜗牛：

“小资产阶级思想？笑话！你懂不懂扛
一间房子的趣味？”用这样一句话总结
乌鸦：“不过才‘哇’了一句，人就说我
带来了不幸。” 用这样一句话总结蛇：

“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
软的身体。”

这些有着鲜活文字感染力的短
句，总能带给人们智慧、幽默的快乐。
于是， 有记者问：“快乐是您创作的源
泉吗？”

“快乐不是我的追求。 生活的经
历，复杂的经历，是我的追求。创作的
源泉是因为来自复杂的生活， 里头包
括有痛苦，有凄凉。”黄永玉认为，快乐
是对人生找到一个出路，一种观点，一
个看法。人生应该谅解，应该快乐。黄
永玉的“动物短语”也成为社会的、人
性的、精神的一部分。

文学是文化里的“钢琴”
画了一辈子画， 黄永玉却不止一

次在公开场合说：“文学在我的生活里
面是排在第一的。”

在黄永玉看来， 文学是文化里面
最全面的一门艺术， 就好像乐器里的
钢琴一样，能很好地表达情绪或感觉。

“如果文学是钢琴的话， 那么美术、雕
塑这些东西可能是别的乐器， 或者是
小提琴或者大提琴，或者萨斯管，钢琴
比较全面。”

当有记者问黄永玉，如何看待“当
代文化体系中文学被日益边缘化”的

问题时，黄永玉认为，这是书本与电脑
的矛盾。“电脑里储存的知识是相同
的，每一个人都在用电脑，但那不等于
知识是一样的。 我的任务就是让电脑
更丰富一点。 我的手指头从来没有碰
过电脑，手电筒倒是会用。”

我会坚持写到最后一口气
画家黄永玉， 晚年更加倾向于写

作，近些年他相继出版了《这些忧郁的
碎屑》、《老婆呀， 不要哭》、《火里凤
凰》、《比我老的老头》、《一路唱回故
乡》等多部文学作品，并于2009年开
始续写中断多年的长篇小说《无愁河

的浪荡汉子》。
今年8月，《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

一部《朱雀城》（三卷）已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这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只写到12
岁，已经写了将近80万字。“有人问我，这
部小说还要写多久。我希望写完，这可能
是一个悲剧，也可能是一个喜剧。一个人
到90岁了还在写12岁，还差这么漫长的
时间。恐怕是个悲剧，恐怕写不完。不过，
我会坚持写到我最后一口气。”

年逾90岁的黄永玉， 每天坚持写
作。他开玩笑地说：“到一定时候，就会
有人来催稿。看来100岁之前是没有时
间玩了。”

通讯员 卿春晖
本报记者 周小雷

“杨队长，你们有错就改，而且
改得这么快， 我给你们交警赞一
个。”11月27日，家住永州市的唐先
生给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
长杨运吉打电话，讲述自己在该支
队检测车辆的经历。

11月22日下午4时左右， 唐先
生到该支队车辆检测中心办理车
辆检测时， 因为月底检测车辆多，
工作人员将唐先生的车辆检测合
格信息误录为不合格。后来发现了
这一错误，民警及时与唐先生取得
联系并说明情况。11月27日， 唐先
生来到检测中心顺利办完了检测
手续。

今年来，永州公安交警部门以
民意为导向，创新服务，敢改真改，
群众满意度持续提高。

“8369122”电话主动回访
永州市交警支队经常用号码

为“8369122”的电话，主动回访车
主，就车辆违法、年检、保险，驾驶
人体检、换证等事项进行问询或提
醒。

今年6月， 家住宁远的李先生
买了一台进口小汽车，车牌拿到没
几天，就接到永州市交警支队回访
电话“8369122”的问询。由于经常
受到社会上一些垃圾短信或电话
的侵扰，李先生以为这又是一个诈
骗电话，便大声予以斥责，然后气
愤地挂断了电话。7月，李先生得知
自己车辆在广东东莞发生了交通
违法，寻思着自己近段时间又未外
出，何来交通违法？

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
“8369122”电话再次对李先生进行
回访， 李先生便说出了自己的遭
遇。交警工作人员认真记录，建立
台账，并告知李先生办理程序。7月
18日， 李先生带上行车轨迹证明、
车辆登记等资料，向交警支队办理
了报案登记。半个月以后，李先生
接到交警支队的电话，告知他的车
辆已确认被套牌，套牌车辆已被蓝
山县交警大队查获，套牌发生的交
通违法已全部清除。

全方位服务方便群众
冷水滩区20来岁的小桂因平

时开车不注意，对自己的交通违法
一点没底。近日，他来到区交警大
队，了解如何查询和处理自己的交
通违法行为。车管所导办员耐心地
向他介绍了通过手机微信查询交
通违法信息的方法，李先生立刻拿
出手机，通过扫描永州交通违法查
询二维码，有关信息立即在手机上

显示。
今年来，永州市交警支队在去

年警务回访的基础上，创新打造了
多种现代化服务平台，其内容包括
短信发布天气预警、路况信息，110
广播直播曝光、手机查询交通违法
信息，“96588”电话自助办理车辆、
驾驶证业务，永州交警微信、微博、
QQ服务群接受群众咨询， 收集互
联网意见、建议。支队长杨运吉说，
打造全方位的服务平台，为的是让
群众在与交警执法的交往中体验
到便捷和温暖。

本月初，从广东回到家乡的唐
先生对永州交警的便民服务赞不
绝口：“我都快5年没回家了， 手机
号码换了3次，今年9月我居然收到
永州交警的短信，提醒我驾驶证要
换了， 如果超期换证就得重新考
试。我立马赶回来换了证，并顺便
看望了父母和孩子。”

真诚整改获好评
“陈先生，向你道歉了，我的服

务态度不好， 给您带来了麻烦，希
望您能谅解！”

今年8月， 家住冷水滩区的陈
某到永州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办理
异地驾驶证换证业务，值班民警李
某没能就有关事宜向陈某解释清
楚， 导致陈某没能及时办理好业
务。在永州市交警支队邀请举行的
一次“挑刺”座谈会上，陈某讲述了
这件事。几天后，交警支队对这一
事情进行了查实，并责令当事民警
登门向陈某道了歉，从而得到了陈
某的谅解与好评。

今年上半年，有考驾学员通过
网络、信件、电话等渠道投诉永州
市交警支队驾考乱收费。支队立即
组织纪检监察部门进行调查，并主
动邀请市优化办、市公安局进行核
查。结果查明，是个别驾校和教练
利用驾校帮学员代缴考试费的机
会，经常打着交警的名义在物价部
门核定的基础上， 向学员增加收
费。从6月20日起，永州市交警支队
决定， 考驾学员自行缴纳考试费，
自主预约考试，严禁驾校代缴考试
费，从而彻底斩断了驾考中的利益

“黑手”。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来，永州

市交警支队直接对12658名车主进
行过回访，发送告知和提示短信20
余万条， 各类平台接受咨询16230
次，收集和整理问题、意见及建议
500多条，整改率达到98%，整改回
复率达到100%。 在今年上半年全
省公安机关警务调查中， 永州122
接处警群众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二，
驾驶人考试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三，
车辆上户满意度排名全省第六。

黄永玉：我会坚持写到最后一口气
群众感受便捷温馨

———永州市交警支队警务回访纪实

11月30日
上午， 黄永玉
在 “我的文学
行当———黄永
玉作品展 ”媒
体见面会上乐
答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李国
斌） 从洞口县小山村里走出来的
青年歌唱家袁双洋， 是湖南青年
抒情男高音的典型代表。今晚，由
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等主办的
“向着太阳唱山歌———袁双洋独
唱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举行。

袁双洋是湖南迄今为止唯

一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比赛
优秀奖的民族唱法选手，现为武
警湖南总队政治部文工团团长。
他先后师从声乐教育家李晓贰、
李双江等。音乐会分为“军中男
儿歌嘹亮”、“故乡， 永远的牵
挂”、“大地的丰收”、“毛主席恩
情永不忘”4篇。

本报12月1日讯（通讯员 颜常青 记
者 唐爱平 ）今天，中国南车株机公司收
到马来西亚一家公司发来的通知， 南车
株机凭借优异的商务和技术方案， 成功
中标吉隆坡安邦线（老线）30列（180辆）
轻轨列车。 这是继去年4月赢得马来西亚
吉隆坡安邦线（新线）20列轻轨列车订单
后，南车株机在东盟市场的又一大收获。

根据此次招投标的约定，双方将在3
个月内开展合同的签订等相关工作，项
目的第一列车将在中标后第20个月交
付，最后一列将在中标后第35个月交付。
自2010年进入马来西亚轨道交通装备市
场以来， 南车株机先后获得马来西亚城
际动车组、维保项目、轻轨列车共6个项
目订单，总计金额近80亿元人民币。

袁双洋独唱音乐会举行

文化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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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对症下药”
贵州人和队很难算得上是中超

的绝对强队，但确实是最不惧怕恒大
队的一支球队，尤其在主场。

人和队与恒大队交手过6次，总成
绩1胜3平2负略处下风， 但主场1胜2
平未曾遭遇败绩。对付恒大队，人和
队总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人和队主帅
宫磊也曾表示，“恒大并不是一支完
美的球队，也有自己的弱点。”

“虎口拔牙”，是恒大队赛前喊出
的口号。可见，对于比赛的艰苦性，恒
大队心知肚明。 但出乎意料的是，恒
大队不但没有拔下虎牙， 还遭到了

“反咬”。
本场比赛中，恒大队在前30分钟

优势明显，但人和队并不慌张，且战
术思想非常明确———用凶狠的防守
打破恒大队三条线的联系。

或许，连人和队自己都未想到主
场能两球取胜对手，但他们强硬的防
守策略显然是正确的，并在比赛中得
到了额外的收获：第35分钟，出于对
杨昊防守的不满，埃尔克森用手掌回
击杨昊，被红牌罚下场。

纵使恒大队整体实力再强，10人
征战总难复神勇。 第51分钟和67分
钟，被球迷誉为“中国罗本”的于海，
在几乎同样的位置，左脚射门两度攻
破曾诚的十指关。

恒大“心理失衡”
恒大队之所以输球，除了人和队

战术得当，还有其自身的原因。
比赛中，恒大队的大部分球员都

透露着一股浮躁之气。 在实现中超3
连冠、登顶亚冠后，恒大队对比赛的
兴奋程度明显不足，即便是两球落后
后，恒大队也没有并未清醒。恒大主
帅里皮在前60分钟便用完3个换人名
额，也是被动的选择。为何在1球落后
的时候换下队长郑智，里皮赛后解释
道：“我当时将队长换下，有很多方面
的考虑”。

以往淡定自如的恒大队为何如
此反常？赛后，宫磊表示：“恒大夺得
亚冠冠军后，球队有可能产生了松懈
情绪，恒大队员的身体精神也都比较
疲惫。”

“球员不兴奋导致输掉比赛可能
有道理， 我的队员表现不是很出彩，
希望第二回合我的队员表现能够更
出色一些。”对此，每每化险为夷的里
皮也只能说出如此无奈的话语。

喊出 “虎口拔牙” 的恒大输球了。 在12月1日进行的2013赛季足协杯决
赛首回合比赛中， 亚冠冠军广州恒大队客场0比2不敌贵州人和队———

“拔牙”不成反遭“咬”
本报记者 王亮

本次足协杯决赛， 恒大队可谓赔了
夫人又折兵： 比赛两球失利， 穆里奇和
埃尔克森因累积黄牌和红牌将无缘下回
合比赛。 缺少了锋线两虎将， 纵是里皮
也犯难。

恒大队实力之所以强， 首先是聚拢
了一众国脚， 其次是外援的实力格外强
劲。 作为恒大队披荆斩棘的利器， 穆里
奇和埃尔克森一个是亚冠金靴、 一个是
中超金靴， 重要性不言而喻。 恒大队缺
了两人， 就好比武林中人丢掉了手中的
武器， 手脚功夫再好也受制于人。 目前
恒大队除了郜林就没有了值得信赖的前
锋， 如何排兵布阵、 争取进球， 将是里
皮最大的考验。

0比2落后， 并不是没机会， 在刚刚
结束的世界杯预选赛中， 法国在客场0
比2输给乌克兰的局面下， 主场3比0取
得完胜， 上演了大逆转。

同时， 穆里奇和埃尔克森次回合的
缺席， 也将是恒大队证明自己并非靠外
援的大好机会。

连折两将 里皮犯难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王亮）在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比赛
中，C罗继续缺阵，但贝尔表现出色，
上演帽子戏法的同时， 还助攻本泽
马， 帮助皇马在主场以4比0轻取巴
拉多利德队。

贝尔今年夏天以亿元身价加
盟皇马， 引起广泛质疑。 但随着

联赛和欧冠赛事的深入， 贝尔用
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本轮比赛，贝尔充分展现了自己
把握机会的能力，3个进球均来自队
友的传球，由他在门前不远处轻松打
进。当然，贝尔把握“机会”的能力显
然不只是进球，要知道这场比赛C罗
因伤缺阵，他及时地主导了比赛。

帽子戏法+助攻 C罗不在，贝尔当家

南车株机中标马来西亚30列轻轨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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