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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唐而干

一根竹节，放在屋角，每每休息
时， 唐国强就出神地望着这根长约
50厘米的竹节，连续3个月，终于他
构思出了一幅画面。 他将突出的竹
节巧妙地雕成了一大片荷叶， 荷叶
旁边一位捕鱼的老者清晨收网而
归，渔网里是辛劳收获的螃蟹鱼虾。
唐国强将螃蟹重点突出， 表示这个
横行天下的“霸王”，也没能逃脱捕
鱼者的网， 作品由此变得生动而富
有哲理性和趣味性。

唐国强将此作品命名为《收·八
荒》，参加2017“金凤凰”创新产品设
计大赛，今年3月，喜讯传来，他的参
赛作品获得了银奖。今年4月，唐国强
获得了“湖南省自强模范”的光荣称
号。

童年就手握刻刀

1983年， 唐国强出生在东安县
井头圩镇。10岁那年，因急性脊髓炎
致双腿瘫痪， 从此他只能靠着两只
小木凳贴地行走，随后，他的哥哥被
火车轧断了双腿， 母亲患乳腺癌去
世， 家中只有靠父亲一人撑起一片

天。
因双腿瘫痪，10岁的唐国强辍学

在家，虽然不能去学校了，但他依旧
热爱学习， 邻居家孩子读过的书本，
他都借来，一本本认真习读。在爸爸
的提议下，他自学起了雕刻，买不起
工具，就用断掉的钢锯条、废弃的短
螺纹钢条为工具。木屑纷飞，飞走了
唐国强寂寞的童年，也带来了生命中
最初的积淀。

日积月累，熟能生巧，唐国强渐
渐能免费给村里的人刻印章，雕刻一
些简单的佛像了，他靠着自己的双手
为家里减轻负担。

最想表达“倔强”

2010年，第四届全省残疾人职业
技能大赛如期举行， 该大赛使众多残
疾人技能型人才脱颖而出。 唐国强被
东安县残联推荐，参加大赛。

比赛中，他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在
场的评委们感动，第一次参赛，他就
获得了第四名好成绩。 评委们表示：
这个伢子是个好苗子， 要好好培养。
省残联当即安排湖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肖韶山收他为徒，唐国强从此开始
专业化、系统化学习。

唐国强的竹雕技艺日益精进。

2014年，唐国强再次参加全省第五届
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同样的一次比
赛，他又收获了长沙理工大学朱世朗
老师的辅导。

从传统到现代， 从构图到立意，
朱世朗将唐国强引入了一个更广阔
的艺术世界。

“现在，一根木头或一根竹子放
在我眼前，我会揣摩很久，想着表现
什么才让作品会说话、会讲故事。”

2016年，唐国强作品《倔·十八
罗汉》获得当年“金凤凰”创新产品
设计大赛优秀奖； 同年， 第七届湖
南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中， 他雕刻的
《倔》获得银奖。

“倔强是我最想表达的，一株小
草，不倔强就不能破土而出，如同我
一样。”唐国强这样诠释道。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在唐国强看来，手艺是自己吃饭
的家伙，但更需要传承。

2014年9月， 唐国强注册成立了
东安县宇铭雕刻有限公司，开始了自
己的创业之路。 东安县残联获悉后，
大力扶持他创业，并列为县残疾人创
业示范基地。3年来，唐国强招收学徒
30多名，其中残疾人学徒10名。

技艺在精进，以前只知道在“竹
雕笔筒上打转转”的唐国强，如今可
以应对不同需求的订单， 如大屏风、
家中摆件等等，但即使再复杂的流程
和图案， 唐国强仍旧倔强地手工雕
刻。

他笑着说：“以前就一把刻刀，现
在工具越来越专业，光配齐木雕的大
凿小刻刀就200多把， 当然雕刻出来
的作品更生动，更细致。”唐国强精心
雕制的戏曲花旦取材崖柏木，人物作
品脸庞清秀、眉眼俊俏、头饰纷繁，特
别是巧用材质的两种颜色，将花旦清
雅飘逸衣饰完美展现， 堪称精美之
作，让人惊叹。

他说：“雕刻是十分辛苦、 枯燥
的工作， 许多学徒打个转身就走
了，我不强求，但留下的，我会严格
按照手工雕刻的技法培训， 将自己
所学的都教给他。”18岁的蒋雨晴
因车祸截肢， 去年， 他跟着唐国强
学徒，如今，从打坯到修光，有着天
分的蒋雨晴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看着他日渐娴熟 ， 唐国强十分欣
慰。

2016年，唐国强公司经过电商平
台的推广，订单如雪片飞来，年收益
达到了100多万元。 唐国强说：“今年
收益估计可以达到200多万元。”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沙兆华）在5月21日第27个全国助
残日来临之际，今天下午，一场名
为“助残就业创业，有你更精彩”的
专题活动在长沙举行。

该活动由省残联、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省科技厅共同主
办。目前，我省有各类残疾人408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60万人， 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
率仅为38%，残疾人小康实现进程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为帮助更多残疾人轻松获取
就业信息， 活动现场，“2017年湖
南省残疾人网络专场招聘月”启
动，残疾人朋友只需登录湖南人才
网、 湖南省残疾人就业信息网，或

通过微信添加“湖南人才市场有限
公司”“湖南残疾人就业”微信公众
号，就能掌握招聘动态，进行网上
就业申请。据悉，5月19日至6月19
日招聘月期间， 共有30多家用人
单位提供1500多个工作岗位。

活动现场， 许多爱心企业纷纷
为残疾人就业敞开大门， 京东客服
中心与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京东客服
中心湖南省残疾人就业孵化基地”，
该项目将培养众多肢体残疾人实现
居家就业。 长沙肯德基有限公司在
长沙即将开设“天使餐厅”，餐厅特
别为听力、智力残疾人设立岗位。宜
章吉兴纸业将招聘200名残疾员工
从事手工包装工作。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汤研科 王燕）5月17日至
5月19日，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莫小辉等15人涉
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一案。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6年4月23日， 被告人莫小辉纠集
了被告人刘聪、 周友谊、 汤双喜、李
富、莫亚军、唐磊、刘建元、肖瑞、王籍
庆、王浩、刘星星、陈琪、刘勇龙、刘雨
轩组织考生在湖南省2016年录用公
务员笔试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考试中
作弊。

被告人周友谊联系了被告人李
富担任作弊“枪手”，负责答题。莫小
辉事先准备好密拍设备、 信号转发
器、接收信号的耳机和线圈等作弊设
备，并从刘建元处取得了部分考试作
弊设备。莫小辉将部分接受信号的作
弊设备提供给了周友谊、汤双喜和刘
聪。

莫小辉、刘聪建立了一个专门为
组织考生作弊的微信群，刘聪负责在
群内统一指挥，协调各考点作弊设备
的调试、开关机、故障排除等。莫亚
军、王浩、刘星星、刘建元、肖瑞、王籍

庆、陈琪、刘勇龙、刘雨轩等人分别负
责在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南校区（以
下简称“电大”）等5个考点外放置、操
作作弊设备。4月22日18时许，在莫小
辉的统一指挥下，对作弊设备进行了
信号测试。

4月23日上午， 莫小辉本人在电
大考点参加考试。周友谊通过衡阳市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考务工作人
员胡某将汤双喜安排到莫小辉所在
考场。考试当日，莫小辉携带作弊设
备进入考场时，汤双喜未对莫小辉认
真检查，并提前拆发试卷。莫小辉利

用携带的作弊设备，将试卷拍摄后传
输至考场外。刘聪、李富、唐磊在本市
蒸湘区中天星城小区一居民房收到
莫小辉传出的试卷后， 由李富答题，
刘聪将答案拿给唐磊，由唐磊将答案
传输给各考点作弊考生，作弊考生通
过自身携带的接收设备接收考试答
案。经检测，这次考试共有22名考生
的试卷雷同。

公诉机关认为，莫小辉等15名被
告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
考生作弊，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
第一款的规定，应以组织考试作弊罪
追究15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本案系组织考试作弊入刑后湖
南第一案。鉴于本案案情复杂，宣判
将择期进行。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罗雅琴 周琳）今天，长沙廉政网
发布消息，日前经长沙市委批准，长沙市纪委对政协长沙天
心区委员会原党组书记邓林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

经查，邓林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组织迷信活
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使用办公
用房；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为他人获得政协委员资格谋
利；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搞权色、钱色交易；
违反工作纪律，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邓林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市纪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邓林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木屑纷飞，雕刻一个倔强的我
———记湖南省自强模范、青年雕刻师唐国强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蒋莉）精致的妆容，优雅
的表演， 细腻的唱腔……今晚在中
南林科大音乐厅，天香版《牡丹亭》
首次在长沙演出。 台上演员的每一
个动作、 每一句吟唱都让观众目不
转睛，深深陶醉于昆曲的魅力之中。

《牡丹亭》是汤显祖创作的最
著名的一部戏，讲述了南安太守杜
宝之女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跌宕
起伏的爱情故事。天香版《牡丹亭》
由昆曲大师言慧珠、俞振飞传给弟
子张洵澎、蔡正仁，再由张洵澎、蔡
正仁传给湖南省昆剧团。本次演出
中，剧中的杜丽娘由湖南省昆剧团
梅花奖得主雷玲（前半场）、国家一
级演员罗艳（后半场）共同扮演，柳
梦梅由蔡正仁的弟子王福文扮演。
剧中除了3位主演， 还有春香、判
官、花神、大小鬼、石道姑等角色，
行当齐全，均由湖南省昆剧团的青
年演员担纲。

中南林科大学生刘佳告诉记者，
她是第一次接触昆剧， 就爱上了它。
据了解， 湖南省昆剧团此次演出为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之一。该剧还将
于21日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演出。 5月19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厅，昆剧艺术家在表演天香版《牡丹亭》。 刘师恒 摄

22名考生试卷雷同
莫小辉等15人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一案开庭审理

“助残就业创业，有你更精彩”
我省举行第27个全国助残日专题活动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徐德荣）近日，在教育部学校规划
建设发展中心和凤凰卫视集团·凤
凰教育联合举行的高校数字媒体
产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地项目
签约仪式上，衡阳师范学院成为该
项目全国首批18所合作院校之
一。

近年来，衡阳师院高度重视转
型发展，围绕培养行业需要的应用
型人才展开积极探索。2015年5
月，获批为教育部ICT（信息、通信

和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基地。去年
10月， 与凤凰教育正式签订合作
办学协议，联合开办凤凰数字媒体
特色班， 共建凤凰卫视·凤凰教育
人才培养培训基地、衡阳师范学院
凤凰数字媒体创新应用实训基地。

衡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刘沛
林表示，此次跻身全国首批高校数
字媒体产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
地，对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开展校企
合作、建设特色专业、推进区域数字
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数字媒体产教融合
衡阳师院跻身全国首批示范基地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日前，经湖南
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对永州市政
府原党组成员、 副市长张常明，湖
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运武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 张常明违反政治纪律，
不珍惜组织给予的机会，向组织提
供虚假情况，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
织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
职务晋升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弄虚
作假为女儿谋取少数民族身份，享
受高考加分优惠政策；违反工作纪
律，违规出借公款；违反廉洁纪律、
生活纪律，收受礼品礼金，与多名女
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搞钱色交易、
权色交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
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
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刘运武违反政治纪律， 与亲
属合谋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 持有公款购买的
高尔夫球卡， 并多次由下属企业
负责人陪同打高尔夫球； 违反组
织纪律， 不如实报告个人房产事
项； 违反生活纪律， 长期包养情
妇，并非法生育一孩；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 单独或伙同其妻收受
他人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张常明、 刘运武身为党员领
导干部， 政治上蜕变、 经济上贪
婪、道德上败坏，严重违反党的纪
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
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 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
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批
准，决定给予张常明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 给予刘运武开除党
籍处分、停发其基本养老金，并将
两人涉嫌犯罪的问题及线索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两名省管党员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政协长沙天心区委员会
原党组书记邓林严重违纪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5月19日下午，长沙市滨江文化广场，志愿者帮助残障人士上台表演
节目。当天，长沙市开福区举行“建设厚德开福、助残你我同行”助残日活
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助残，你我同行昆曲魅力令人陶醉
天香版《牡丹亭》长沙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