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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2015年9月16日 星期三9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人物】
张紫漾，女，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高三学

生。“气导型低分贝耳机” 获湖南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一等奖，申请专利1项。

【故事】
和很多中学生一样，张紫漾是个歌迷。戴上

耳机，手机就成了娱乐机。
不过， 张紫漾的耳机很特别， 市场上买不

到， 还吸引了国内某著名手机厂商专程前往学
校和她面谈。

市场上买得到的传统耳机都是用金属线圈
来传声的。 紫漾的耳机是用硅胶做的空心管当
导管，耳塞也是空心的，没有任何金属线圈。戴
上它听歌，却比传统耳机声音清晰、音质柔和，
耳朵没有压迫感。同样一首歌，记者戴上她的耳
机听，音量只用调到传统耳机需要的6成。

亲手做耳机，算得上张紫漾最大的一次DIY
行动。开始颇感无奈，后来就成了突发奇想。

“戴耳机特别是调高分贝听歌，老师多次告
诫过我们，耳膜将受到损伤，听力会逐渐下降。
后来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献也这么说， 我开始感

到问题的严重性。”她陷入了两难：不用耳机做
不到，用耳机又伤身体。

能不能制作出一种不会对耳膜有伤害的耳
机呢?张紫漾开始运神了。

“去年的一天，我陪奶奶去诊所，看到医生
用听诊器给奶奶看病时，突发灵感，联想到耳机
是否能用空气代替金属线圈传声呢?”张紫漾将
这个提议告诉了小伙伴施嘉， 两人一起写了份
科技报告。科技老师刘志辉看完后觉得不错，就
鼓励她们动手制作。

两个姑娘的想法挺有意思。 传统耳机用金
属线圈把振动源引到了耳朵里，易伤耳膜。她们
想设计气导式耳机， 将耳机的振动源转移到手
机扩音器处，利用空气传导声音，远离耳膜自然
伤害小多了。此外，硅胶导管还可以改变声音的
频率、波长，让人听起来舒服些。

可做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第一关———掏空传统耳机的金属线圈，就

让张紫漾犯愁。最后，采用水中浸泡法才将线圈
剥离。

第二关———用合适的材料做导管， 经历一
波三折。

开始， 在学校医务室里买来了平时用来输

液的塑料滴管。但经过多次实验发现，声音的传
导效果比传统耳机要差，而且很容易掉下来。

这时，刘老师提议改用磁铁，不会掉下来，
密封性也好。不幸的是，强磁性的东西会干扰发
声，影响音质。

张紫漾再次来到医务室， 看到用硅胶做成
的滴管，灵光一闪：就是它了。硅胶管的内壁比
塑料管粗糙，可以吸收一些高频的声音，而留下
一些低频的声音，使声音传入耳中更舒适。一系
列试验之后， 再通过6位同学的亲身感受对比，
最佳的管内径和长度确定了。

第三关———确定与声源对接的扣件， 也是
制作的技术关键， 既要好连接又不漏声音。最
终，密封性能极佳的硬塑圈，安装在手机套声音
导出孔位置，软塑扣件连接硅胶管，如愿以偿。

“硅胶管子1元可以买2米，一个耳机只需用
70厘米左右，其他部件都是塑料，造价更低。”
张紫漾希望在明年高考后花时间改进耳机的适
用性，能让更多人用上她的发明。

【感言】
张紫漾：搞发明创造，要留心观察生活中的

点滴，仔细思考生活中所具有的科学现象。做出
了新耳机，我也学会了合作，学会如何取长补短。

湖南人盛和煜担任编剧

黄梅戏《小乔初嫁》长沙上演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李国斌 ）三国人物

风云际会，黄梅唱腔婉转动人，人们看到了周瑜的挥
斥方遒，更悟到了小乔“为天下计”的家国情怀。今
晚，新编黄梅大戏《小乔初嫁》在湖南大剧院上演，动
人的故事，优美的唱腔，让观众陶醉。

《小乔初嫁》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2014年重点打
造的新编徽派大戏， 由著名戏剧导演张曼君执导，著
名湘籍编剧盛和煜担任编剧，是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获奖剧目。该剧以三国故事为背景，以安徽历史文化
名人小乔为中心人物，用一种亦唱、亦歌、亦舞的生活
化的表现方式，还原了一个来自民间的温婉善良而又
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 讲述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

“救国”故事。
“通过女性的视角看待赤壁之战，这是一个全新

的角度。”盛和煜告诉记者，以前写电影《赤壁》的剧
本有些积累，在动笔前又酝酿了一年，因而《小乔初
嫁》写得比较顺利，一个多月就完成了。

《小乔初嫁》是湖南省委宣传部等主办的“雅韵三
湘”高雅艺术普及活动引进的剧目，16日晚将再演一场。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协办
我爱发明

女学生张紫漾陪奶奶看病，突发灵感，从听诊器联想到改造传统耳机———

闯三关巧造低分贝耳机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下午，湖南省湘剧院与安徽省黄梅戏
剧院在长沙缔结为友好院团，今后双方将
从艺术创作、人才交流、市场推广等方面
展开合作，共同培养人才，推出精品。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是一个实力雄厚、
阵容整齐、硕果累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
院团，《天仙配》、《女驸马》 等为观众熟知
的经典剧目均是出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湖南省湘剧院坚持出人、出戏、出精品，先
后有《山鬼》、《李贞回乡》、《谭嗣同》等多

部剧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两个院团均入选
文化部“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

湖南省湘剧院院长王阳娟说， 双方将
着重从艺术创作、人才交流、市场推广等方
面展开合作，以行政人员交换挂职、主创人
员交流创作、 商业市场演出合作等形式展
开。她还表示，黄梅戏的市场接受度高，演
出平台做得好， 走市场化的路子非常值得
省湘剧院学习。希望通过此次合作，利用他
们优良的演出平台， 用通俗易懂的黄梅戏
带动古老的湘剧进一步走向市场。

湘剧“牵手”黄梅戏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陈薇）今
天，由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长篇报
告文学《伤口》研讨会在长沙毛泽东文学
院召开。来自省内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研讨会并发言。

《伤口》作者熊立秀是慈利文联副主
席，60后女作家。《伤口》 真实而深刻地
记录了1943年一支意欲迂回包围常德城
的日军，在慈利疯狂践踏、残酷掠杀的历
史真相。熊立秀历时3年，走了全县14个
乡镇、126个村落，采访了632名受害者、

见证者、 经历者， 取得珍贵的第一手材
料。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伤口》以当年日
军对慈利的侵略行径为线索，以大量的真
实史料为素材，无情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本性，生动地刻画了慈利人民坚
贞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作品以新闻性纪
实体的手法，以浓烈、丰富的乡土语言和
现场感极强的图片，描述、复原、再现了一
幕幕血腥、凄美、惨烈的场景，给读者一次
次强烈的心灵撞击。

《伤口》重现慈利抗日场景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玖华

双峰县洪山殿镇新边村有一家福春
青少年活动中心。依山傍水，风景秀丽。9
月14日，记者来到这里探访。孩子们有的
在看书，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球。一位老
人正在教一个孩子练字。

这位老人就是68岁的龙福春。13年
前，他创办了这个中心。2002年，龙福春从
双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
回到了家乡。

刚开始，龙福春总觉得闲得慌。后来，
他发现村里的留守儿童多达46人。这些孩
子的家庭教育几乎成了空白。很多孩子下
了课，就泡在网吧里玩电游。龙福春萌生
了建设一个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娱乐场
所的念头。

2002年8月，龙福春说服妻子儿女，拿
出8万多元积蓄， 将房屋改造成5间图书
室、2间阅览室、1间文娱活动室，买来乒乓
球、羽毛球、象棋等用具，添置书柜、球台、
彩电，将各种书籍、杂志分类整理。

福春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场了，散落的
留守儿童被吸引过来了。

龙福春最喜欢买书。60岁生日那天，
子女们请龙福春到广州玩， 但他不游公
园，也不逛商场，而是逛书店，买了200多
册（套）书，把身上带的3000元花光了。

“让一个孩子不走邪路，等于救了一
个家庭。 帮助一个孩子迈过关键一步，等
于帮了他一生。”龙福春说，“爱读书，就不
会是坏孩子。”

村里有个孩子叫小超， 跟爷爷生活在
一起，经常逃学去上网。龙福春知道后，每
天放学后接他到活动中心。 他发现小超活
泼聪明，喜欢看书、写字。龙福春经常与他
谈心，鼓励他多看书，看好书。慢慢地，小超
再也不去网吧了，学习也大有长进。去年期
末，小超评上了“三好学生”。今年春节，小
超的父亲专程上门向龙福春拜年道谢。

龙福春计划在3公里外的其他村子设
立几个阅读点， 每个点放200册至300册
的图书，让那里的孩子就近阅读，不用来
回奔波。

帮助孩子迈过关键一步
———双峰退休干部龙福春关爱留守儿童13年

9月14日，龙山县洛塔石林，土家族茅古斯舞原生态表演。该舞蹈是土家族人民纪念祖
先开拓荒野，捕鱼狩猎等活动的一种舞蹈。 曾祥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