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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沿长沙东塘的曹家坡拐进一条小巷， 湖
南省话剧院的排练厅就躲在一扇小铁门后
面。 4月15日亮相的儿童剧 《爱丽丝梦游仙
境》， 在这里“诞生”。

《爱丽丝梦游仙境》 是首部按合伙人
方式运作的话剧， 有42位“股东” 投资。 戏
还没出排练厅， 5份订单就给 “股东” 们吃
了定心丸， 以后每个季度还有分红。 第二部
《睡美人》， 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合伙人” 话剧长什么新模样？ 为什么
要做这种新话剧？ 4月12日晚， 湖南日报记
者探班曹家坡。

没有人“逼宫”了
“这部戏没有人来‘逼宫’ 啦。”
晚上7时30分， 《爱丽丝梦游仙境》 第

一次彩排就要开始。 还没来得及吃晚饭的毛
剑锋在排练场边扒拉着盒饭， 跟记者开起了
玩笑。

毛剑锋是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以往， 戏都由院里投资， 他得“抠”
成本， 剧组的人一见面就“逼” 他： 毛爹，
快点批钱咯， 要不没办法演咧。

这回， 院里先请一家会计事务所做一份
《爱丽丝梦游仙境》 的成本核算和投资回报
方案， 再召开全员大会宣布， 人人可以自愿
投资， 每股500元， 最高不超过5股。 股东
们还投票选出五人委员会全权处理花钱、 分
红等重大事务。

现在， 剧组的人和他一样也是要操心柴
米油盐的当家人， 再也不来“逼” 他了。

每分钱都花出了效果
合伙人之一， 《爱丽丝梦游仙境》 的年

轻导演许亮， 早早就赶到了排练场。 3月28
日这个项目启动， 现场登记交钱的就有42
人。 许亮在朋友圈里喜滋滋地宣布： “今天
起我就是股东了。”

东北小伙许亮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两
年前， 他看中了大有潜力的湖南话剧市场，
从上海转战湖南。 “合伙人” 这种话剧运作
方式上海早就有了， 他没想到在湖南自己也
这么快就当了股东。

第一次担纲合伙人话剧的导演， 许亮着
实体会了“人人都当戏老板” 所激发的创造
力。 股东们建了微信群， 舞美、 服装、 营销
等信息随时发布， 群策群力。 戏还在排练
中， 股东们就拉来了5份订单。 以往舞美制

作找外包成本高， 这次只花了以往一半的
钱， 效果却一点也不差。

“你看，这个大蘑菇底部加个铁三角，代
替了以往的沙袋，美观又实用；树叶子贴上绿
色光片而不是刷绿漆， 既降低成本又增强光
线感。 每分钱都花出了效果。 ”许亮兴冲冲领
着记者在舞台上转了一圈。

晚8时，大幕拉开，一个小时里台上台下
热烈互动， 许亮和现场不少股东们对演出效
果放了心：“投资翻两番应当没问题。 ”

要“站着”挣钱
早在2008年，毛剑锋就想搞这种合伙人

式的项目制，但没有人敢接招，怕投的钱打了
水漂。当时很多长沙市民尚不知话剧为何物。
有的演员打车去看话剧，的士司机问：“话剧？
跟唱花鼓戏差不多？ ”

2012年， 省话剧院转企改制断了“皇
粮”，怎么活下去？ 4年时间里，省话剧院策划
了长沙国际新锐话剧节等一系列培育市场与
观众的大动作，硬是磨出了精品大戏、小剧场
话剧、校园剧、儿童剧四大拳头产品，2014年
全年演出高达350场， 看话剧慢慢成了长沙
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曾被戏称“跪着”也难挣钱的湖南话剧，
总算能“站着”挣钱了。

但市场起来了，竞争也激烈了，尤其是近
年儿童剧市场快速升温，有的民营剧社一两天
就赶排一出戏，压低价抢市场、出高薪抢演员，

广告都打到了院门口。粗制滥造的剧目对孩子
的艺术审美造成的隐形伤害更令人忧心。

“没有固定剧场干着急”
毛剑锋琢磨出来的法宝还是“改革”。
内容创作上坚持精品原则，《爱丽丝梦游仙

境》从剧本到首演就打磨了好几个月；生产分配
机制上探索新路子， 让员工更有获得感、 尊严
感。投资小周期短的儿童剧试行合伙人项目制，
就是一块试验田， 比起以往的绩效工资与演出
场次挂钩，更能激发全体员工的主动性。

毛剑锋还准备放大招： 成立一家真正股
份制的湖南儿童艺术剧团， 打造艺术创作与
生产的新生态， 并担当起戏剧教育的社会责
任：“戏剧要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体验真善
美，这是戏剧对于一座城市的终极意义，也是
我们追求的终极价值。 ”

但毛剑锋现在最头痛的， 是还没有自己
的固定剧场， 很难打造持续的话剧品牌：“有
功夫没办法施展，干着急啊。 ”
■链接

湖南省话剧院是我省唯一的专业话剧表
演团体，成立于1953年。 2012年转企改制为
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创作演出了大
型话剧《泉涸之鱼》《老阿姨》，都市本土小剧
场话剧《青瓷》、儿童剧《变形金刚》等优秀剧
目。 每年演出200场以上， 足迹遍布19个省
市， 多次获中宣部 “五个一” 工程奖、 文华
奖等奖项。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余佳桂） 省科协九届六次全会今
天在长沙举行。 省科协主席黄伯云院士
作了2015年工作报告。 两院院士姚守拙、
刘友梅、 官春云、 尹泽勇等出席。 记者在
会上获悉， 省科协与省科技厅共同组织开
展的“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站工作， 去年
相继进驻华曙高科、 尔康制药等13家单
位， 目前全省共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55家。

“院士专家工作站” 是目前弹性引进
高端智力人才、 实现产学研结合的平台之
一， 以前由省科协和省科技厅分别认定。
去年省科协和省科技厅共同制定认定办

法， 规范了认定条件和管理考核标准， 并
在13家单位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

科技场馆加快建设。 常德市科技馆已
建成开馆， 衡阳、 岳阳市科技馆新馆及益
阳、 郴州、 永州、 怀化等市科技馆进入规
划或已启动建设， 邵阳市科技馆进行了维
修改造。 全省新增2套流动科技馆和5辆科
普大篷车， 大篷车总数达到23辆。 此外，
宁乡县等18个县 （市、 区） 被中国科协确
认为首批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 区）。

会上， 免去毕华的湖南省科协第九届
委员会常委、 副主席职务， 增补湖南省科
协党组书记刘小明同志为省科协九届委员
会常委、 副主席。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罗闻）4月15日， 湖南省医疗机构分级诊疗研
讨会在湘雅医院召开，省内100余家医疗单位
负责人齐聚一堂，探索和推行“基层首诊、急
慢分治、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
式，以此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以常见病、
多发病、慢性病分级诊疗为突破口，引导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形成科学合理就医秩序，逐步
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据悉，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已纳入今年我

省重点工作计划。 研讨会上，湘雅医院与资兴
市第一人民医院等10家基层医院集中签订了
“双向转诊、定点指导”医疗合作协议，将开通
双向转诊就医绿色通道，通过远程会诊、专家
医疗队巡回指导等手段， 为基层医院开展疑
难危重病例会诊、查房、义诊、讲座、手术等医
疗活动和业务培训。

湘雅医院党委书记肖平介绍， 已有39家
省内医院挂牌成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双向
转诊、 定点指导医院”，8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与湘雅医院签订了双向转诊协议， 将采
取各种帮扶举措送技术到基层， 强化基层服
务能力。

权力“进了村”
服务更“贴身”
长沙县金井镇全面启动村级
“小微权力”试点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陶芳芳 涂立峰）
“权力”进了村，服务更便民。笔者今天从长沙
县金井镇获悉， 作为全县唯一一个规范村级
小微权力工作试点镇，该镇今起全面启动“小
微权力”试点，通过明晰权力清单、简化办事
流程等，更好地便民利民。

村民宅基地审批、 困难补助申请……农
村小微权力，直接关系村民切身利益。且金井
镇刚由原金井镇与双江镇合并而来， 农村社
会管理面临更大挑战。为此，该镇全面推进村
级“小微权力”和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便
民服务体系。 结合全市简政放权工作试点乡
镇契机，承接相关试点权力下放；针对群众反
映强烈、 办事流程复杂的事项， 精简办事手
续。 最终，该镇将汇总收集的规范村级“小微
权力”项27条、便民服务项44条，融合划分为
农村房改申报、户籍管理、小农水项目申报、
村级工程管理等十二大类，并绘制成《金井镇
一站式便民服务手册（试行）》。

权力下放至村一级， 村里有了更多自主
权。 如在村级建设管理中，5万元至20万元以
内的村级工程， 过去审批主导权主要在镇政
府。 现在，服务手册上明确，村级工程首先按

“四议两公开”程序决议，再由建设单位提出
申请、联村领导签字，最后报镇三资管理中心
登记备案即可。

此外，所有办理事项限于五日之内办结，
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受理单位电话等信息在
手册上一目了然，村民办事省时又省力。如低
保（五保）申请，过去是村民填写申请书，等民
政局入户调查后再提交相关信息表，现在，申
请书和信息表一并交，让村民少跑一趟路。

金井镇党委书记石争表示， 该镇将实行
权力清单内容、规章制度、运行程序、运行过
程、运行结果“五公开”，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让村民的满意度持续上升。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中瑜

“命运虽苦， 但掠夺不了我脸上的微
笑。 我总是告诉自己： 熬一熬， 一切都会好
起来!” 4月上旬， 湖南科技学院英语演讲赛
上， 该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汉语言文学
1402班学生龙夏萍的演讲， 打动了在场的师
生。

1995年6月， 龙夏萍出生在江华瑶族自
治县东田镇。 家中5姊妹， 她最小。 哥哥姐
姐都因贫很早辍学。 龙夏萍从小学五年级开
始上山采野菜挣学费。

高一那年， 龙夏萍的父亲被诊断为低磷
化鼻咽癌， 家里举债20多万元给父亲治病。
但2013年9月， 父亲还是撒手而去。 二哥又
在外出打工时， 右手致残。

“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我对她说，‘妈，不
要怕，家里欠的债我会还!’大一起，我在课余
做过食堂保洁员、 流水线工人、 超市收银
员， 还挨家挨户推销产品， 过年摆地摊卖对
联。 周末去做家教。 自己赚学费、 生活费。
剩点钱就还债。” 龙夏萍微笑着对记者说，

“我没有一天睡觉超过7小时， 每次做完兼
职， 满头大汗跑着去上课， 每天的生活费不
超过10元。 ” 即使这样，龙夏萍的学习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 入学以来， 她获得学校12个奖
项。 获得全国南边文艺首届征文大赛新苗
奖。 去年， 龙夏萍荣获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提名。

今年1月寒假， 龙夏萍批发一批对联、
红包摆地摊。 她每天不到早上7时出摊， 临
近晚上12时才收摊。 一天3餐， 就吃几个馒
头。 没几天， 手、 脚长满了冻疮。 除夕回家
时， 龙夏萍给二哥和母亲买了新衣服， 留点
新学期的生活费后， 全部替家里还了债。

龙夏萍还是学校心理中心刊物 《心情氧
吧》 编辑、 学校新闻通讯社记者。 校内外各
种活动和采访现场都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
“为确保新闻的及时性， 经常写稿、 改稿到
深夜。 虽然累，但很开心。 ”龙夏萍说。

今年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龙夏萍白天采
访， 紧接着撰稿、 排版， 忙了一个通宵。 第
二天下午， 校报飘着油墨清香出现在同学们
面前， 广受赞誉。

� � � �人人都能当“戏老板”，不仅提升员工实在的获得感，更为艺术人
生挺起尊严———

“合伙人”话剧，来啦

� � � � 4月12日晚，首部合伙人话剧《爱丽丝梦游仙境》在湖南省话剧院排练厅彩排。 黄启球 摄

湖南院士专家工作站达55家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陈再兴）“今后， 在平江也可
以享受和大城市一样的‘互联网+政务+民
生+旅游’ 的智慧服务了。” 4月15日， 阿
里巴巴集团和平江县人民政府“智慧县
域” 项目成功签约， 平江县成为湖南省首
个与阿里巴巴签订智慧县域项目的县。 现
场不少干群当即用微信在朋友圈“奔走相
告”。

“智慧县域” 是阿里巴巴集团新推出
的一项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创新、 惠民工
程， 主要包含“郡县图治” 和“智慧民
生” 两个板块。 “郡县图治” 是以阿里巴
巴阿里云大数据产品和处理技术为依托,整
合政府统计数据和互联网数据源,动态反映
地方的经济发展态势,集中呈现当地基础产
业、 特色产业、 内需消费特征等关键指标,

为当地政府宏观决策提供分析依据和辅助
支撑。“智慧民生”是依托支付宝集团,将大
中城市已较为成熟的“互联网+城市服务”
能力下沉到县域,并进一步输出金融服务、
云计算、 大数据、 风险控制等,缩短县域与
大城市的差距,推动新经济常态下的县域经
济转型升级。

平江县县长黄伟雄称， “互联网+”
是新型的运行模式， 是流通方式、 消费方
式和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 合作双方将积
极探索“互联网+” 在平江更多更好的实
现形式， 通过强大的阿里巴巴平台， 实现
平江经济、 社会、 民生、 治理等诸方面的
情况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让平江经济发展
得更好、 群众生活得更好、 社会治理得更
好， 率先在全省建成现代化、 信息化、 智
慧化县城。

老区人民共享智慧服务
平江启动全省首个“智慧县域”建设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娄歆月 姚学文 ）
“公办不择校” 是今年长沙市教育局实行
的“小升初” 新政， 那么参加民办(子弟)
学校的提前招生会影响派位吗?参加微机
派位会不会影响在民办学校和子弟学校的
“录取承诺” 呢?今天， 长沙市教育局有关
负责人为广大学生和家长带来最权威的解
答。

民办 (子弟 )学校签订 《招生承诺书》
后， 可以参加微机派位。 长沙市教育局表
示， 所谓“承诺书” 是学校对学生的招生
承诺。 如果想参加微机派位， 即使签订了
《承诺书》， 只要没有向毕业小学递交承诺
书， 市教育局均会给予该学生微机派位的
机会。 任何学校都无权强制家长(学生)签
订放弃微机派位的承诺。

如果家长跟民办 (子弟 )学校签订了

《招生意向书》， 同样可以先参加微机派
位。 派位后选择民办(子弟)学校的， 请于7
月3日至8日， 持 《招生意向书》 原件， 到
意向学校进行联系和衔接， 在民办(子弟)
学校第二批招生过程中优先解决。 派位后
选择到公办学校的， 《招生意向书》 自动
作废。

同时， 长沙市教育局提醒， 参加特长
生招生被录取后， 不可以再参加微机派
位。 参与初中学校特长生招生并经测试通
过的， 由家长和学生自愿选择， 双方签订
一式3份的 《特长招生承诺书》。

另外， 教育部门原则上不建议参加多
所学校的特长生招生。 如果与一所学校签
订了 《招生承诺书》， 不要再与其他学校
签订承诺书。 建议家长和学生认真考虑，
谨慎选择。

聚焦中考中招

民办学校预录会影响微机派位吗
长沙市教育局：不影响

“命运虽苦，掠夺不了微笑”

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0余家医院负责人聚首湘雅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明登

东安县白牙市镇六仕町村近日发现的
一处古建筑群， 因摄影爱好者在网上朋友
圈发布的一组照片，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
客前来参观。 4月18日， 记者随东安县文
物考古人员一起， 参观了这处始建于清代
初年的私家庄院。

村里80多岁的唐双寿老人告诉记者，
六仕町古建筑为唐氏族人的私家庄院， 始
建于清初， 至清代中期历经100多年建成。
唐氏谱书和史料记载， 唐代时唐姓人开始
居住于此， 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清
朝以前这里叫鹭鸶町， 康熙年间， 因唐氏
家族一门出了六个进士， 被皇上赐名六仕
町村。

从建筑规模及布局看， 这里的古建筑
是典型的清代私家庄院。 古庄院四面环
山， 风景宜人。 古庄院占地约20亩， 现存
古迹主要有东、 南、 西、 北四面断断续续
的石砌围墙， 一座碉堡楼和三座保存完
好、 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庄院建筑， 还有
周边的石板古道及拴马石柱、 石础等。

唐双寿介绍说， 碉堡楼位于古庄院的
正中心， 村民叫它“保家楼”。 “保家楼”
呈正方形， 高约15米， 长宽约12米， 条石
基础， 青砖厚墙， 四面设有炮眼和瞭望
口。 传说清嘉庆年间， 土匪猖獗， 族人集
资投劳修建了这座楼， 打退了土匪的多次
围攻。 抗日战争时， 村民利用保家楼观望
日军， 一发现日军动向， 就鸣锣示警， 使
村民及时躲避， 全村无一人遭受日军伤
害。

“保家楼” 旁边是建于清代中叶的
“唐氏宗祠”， 三进院二天井布局， 坐西朝
东， 为砖木结构， 精致美观。

唐双寿告诉记者， 六仕町古庄院原有
十纵十横， 院落错综迷离， 陌生人走进
去， 分不清路。 “文革” 时很多建筑被拆
毁。 近些年， 由于村民大量迁出， 仅存的
这些房屋建筑失于管理维修， 损毁日益严
重。 “希望上级部门对这些建筑加强保
护!” 唐双寿说。

一起参观的文物考古人员认为， 六仕
町古庄院对于研究古代建筑艺术、 家族文
化等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东安发现清代庄院

� � � � 4月18日， 晨雾中的东安县六仕町古庄院群落。 唐明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