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通讯员 银铮
铮 刘哲)5月22日晚，第28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在广州大剧院揭晓， 湖南省花鼓戏
传承中心青年演员叶红成为湖南花鼓戏
演员中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梅花奖得主。

此前，湖南共有左大玢、郭卫民、王
永光、刘赵黔、贺小汉、陈少云、张富光、
曹汝龙、杨霞、王阳娟、傅艺萍、彭玲、肖
笑波、雷玲等14人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刘赵黔为湖南花鼓戏演员中首位获此殊
荣的艺术家。

本届梅花奖评选活动由中国文联、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 是全国文艺评奖改革后

第一次评选。共有50名戏剧演员进入初
评，16名戏剧演员进入终评， 汪育殊、张
建峰、张琳、苏春梅、周妤俊、赵旭、王少
华、曾小敏、韦小兵、程丞、沈昳丽、叶红、
袁丫丫、吴则文、龚莉莉等15位演员摘得
梅花奖。

叶红出生于花鼓戏表演世家，毕业于
湖南省艺术学校，主攻花旦。叶红最成功
的舞台形象无疑是《刘海戏金蟾》中饰演
的狐仙胡秀英。 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后，
叶红激动地说：“能拿到这个奖，是湖南花
鼓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将以此为新的起
点， 为湖南花鼓戏的明天尽绵薄之力，为
传承和繁荣花鼓戏事业而坚守一生。”

第28届戏剧梅花奖揭晓

湖南花鼓戏演员叶红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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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90.5厘米、宽12.8厘米、重1.42公斤，青铜
加白钢材质，刀柄龙头雕饰活灵活现，刀尖虽有
锈迹，却难掩锋刃寒光。

5月22日上午， 沅陵县清浪乡八方村村民
陈定祥5代人珍藏的一把“贺老总”军刀，在时隔
82年后，重新回到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将军手
中。

在沅陵县举行的赠送仪式上， 手捧这把见
证军民鱼水深情的军刀，贺捷生睹物思人，激动
不已。 她紧紧拥抱着陈家第5代收藏人陈飞，哽
咽着说：“感谢你们一家，感谢沅陵人民。”

这把刀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5年11月，贺龙带领红二、六军团北上

长征，21日至24日突破国民党军队沅水防线，
在沅陵县清浪乡八方村桥梓坪会合， 驻扎4天，
劫富济贫，整训部队，在当地留下了红军给当地
群众送物、送马等故事。

当时，司令部设在村民陈定祥家，贺龙的大
女儿贺捷生出生不到一个月，因条件艰苦，母女
营养跟不上。 陈定祥看到红军对老百姓特别爱
护，认为这是穷人的队伍，于是，想方设法找来
一只老母鸡，宰了炖给贺龙夫人吃。

红军临走时， 贺龙要付钱， 陈定祥坚决不
收，他说：“红军打仗艰苦，钱留在关键时用。”贺
龙便把随身佩戴的军刀赠送给陈定祥， 说：“红
军一定会回来的。”

据悉，这把军刀是贺龙1925年任建国军川
军第一师师长时佩戴的指挥刀，10年征战中从
不离身。

接过贺龙军刀后，陈定祥把它珍藏起来，希
望有朝一日能交给贺龙。解放前，陈定祥因病去
世，临终前把儿孙叫到床前，再三叮嘱：“再穷不
能打刀的主意，好好保管，要当传家宝！”

“这么多年来，我们陈家几代人哪怕再穷也
不打军刀的主意。”陈飞说，2012年，其父身患
癌症，无钱治疗，有亲戚曾暗示处理这把军刀，
但父亲及家人不为所动。父亲去世前，多次叮嘱
家人，保管好这把军刀。

“祖辈相传的不只是贺龙元帅的军刀，而是
融入血脉的革命先烈精神和优良传统。 把宝刀
送回贺龙元帅的后人， 完成了我们祖辈的心
愿。”陈飞噙着泪水对记者说。

“鱼水深情终生不忘，红色基因世代传承。”
贺捷生在回赠陈家的对联上写道。据沅陵县委书
记钦代寿介绍，贺捷生将军对沅陵革命老区一片
深情，多年来为宣传沅陵、推动沅陵交通建设等
尽心出力，这次来，又为沅陵一中捐赠10万元。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左丹）
近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联
合下发《关于表彰湖南省第十三届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 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专
家、 第四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的通
报》， 湖南师范大学欧阳峣教授被评为
“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这是自
2009年该称号设立以来，我省第一位获
此殊荣的专家。

欧阳峣教授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副校
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发
展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史，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3项、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在《中
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顶级期刊发

表论文130余篇；荣获世界政治经济学
杰出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奖、湖南
省社科成果一等奖等奖励，先后入选国
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全国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 在2014年中央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国家“万人
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名
单中，他成为湖南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唯一入选者。

欧阳峣兼任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 长期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与战略
问题，在国内外形成了学术影响力。他带
领的研究团队主要由长沙以及北京、南
京、广州、武汉等地中青年学者组成，先
后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30多项。

欧阳峣获评全省首位
“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湖南日报 5月 23日讯 （通讯员 罗雅丹
记者 胡宇芬 ）5月21日晚8时，2017年科技活
动周湖南首届“科学之夜”晚会在长沙市田汉
大剧院举行。“科学之夜” 是全国科技活动周
重大示范活动之一， 也是本届湖南科技活动
周的重大科普活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官春云
来到现场，参加创新圆梦院士访谈。据悉，晚
会实况在芒果V基金平台、“帮女郎”、金科教

育同步直播，5月25日12时将在湖南公共频
道转播。

晚会围绕“科技强国 创新圆梦”科技活
动周主题，以歌舞、科学表演、小品、音乐剧
和专家访谈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呈现。 将舞
蹈与3D投影技术相结合的舞蹈《科技之光》、
科普旅游与真人表演相结合的情景剧《趣玩
石燕湖》、讲述科技特派员指导村民科技致富

的小品《村里来了科特派》、三维计算机视觉
技术科技互动秀《生活与科技的碰撞》、保护
生态环境音乐剧《小小的树》、光影艺术舞蹈
《星空畅想》， 以及将科学感受融入到音乐和
3D投影的钢琴演奏《科学公式里的音乐》，将
晚会一次次推向高潮。

据悉，湖南首届“科学之夜”晚会由省科
技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协主办。
省科技活动周组委会介绍， 这台晚会以创新
创业、科技扶贫、低碳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等
为表演内容，科学家、科技特派员、科技企业
家、青年创新团队亲自参演，是一场集展示、
表演为一体， 具有湖南特色的科技与文化融
合的晚会。

科技强国 创新圆梦

湖南首届“科学之夜”晚会
在田汉大剧院举行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通讯员 李旭
云）5月22日，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
心应澳门湖南联谊总会邀请， 携花鼓戏
《书房调叔》和《唢呐独奏》赴澳门参加澳
门湖南联谊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换
届就职典礼。 这是该中心继5月12日作
为长沙文艺团代表赴韩国参加2017年
东亚文化之都大邱开幕式的又一次精彩

亮相。
据悉，《书房调叔》 由国家一级演员

王萍饰演嫂嫂， 优秀青年演员丁城欢饰
演叔叔。这是两人第一次合作演出该剧。

5月12日，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
中心在大邱开幕式上表演的是《唢呐
独奏+变脸》《放风筝》《长沙山歌》3个
节目。

长沙花鼓戏赴澳门演出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徐德荣 唐曦
成俊峰）5月23日下午，当代著名作家、学
者、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蒙来到衡阳
市石鼓书院大讲坛，与大家畅谈“文化与
自信”。衡阳市党政机关干部代表、社科
专家及市民近700人聆听讲座。

讲座中， 王蒙对中国文化的特质、内
涵与命运，以及新时期文化建设等内容进
行了阐述。他认为，文化自信包含着对文化
认知、文化改革、文化自我更新能力的自
信。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要局限于对过

去、对文本的研究，更要讲究“经世致用”。
王蒙说，衡阳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自
古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要实现衡阳文
化自信，必须加强对本土文化资源的保护
和研究，把文化和教育、旅游结合起来，打
造衡阳的文化产品，形成文化品牌。

衡阳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讲
座为衡阳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衡阳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挖掘文化内
涵，丰富文化产品，打造文化品牌，增强
文化自信，加速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王蒙衡阳讲授“文化与自信”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通讯员 王茜
张子霏 记者 李国斌）今天，由湖南公益
电影传媒中心出品的湘剧电影《赵子龙
计取桂阳》在桂阳县开机。该电影总导演
朱赵伟表示， 将通过电影拍摄， 深度挖
掘、记录湘剧的精髓，推进湖湘文化传承
与发展。

电影《赵子龙计取桂阳》以桂阳县湘
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赵子龙计取桂
阳》为蓝本。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主
任谢能姣介绍，湘剧《赵子龙计取桂阳》
根据《三国演义》第52回“赵子龙计取桂
阳”和《三国志·赵云传》，及在桂阳广为
流传的赵子龙有关民间传说创作编写，
剧中体现的忠善仁义与现代社会核心价

值观相符。
“入选‘湖南农村电影地方戏曲工

程’，对湘剧的传承发展是一次难得的机
遇。”谢能姣说，电影拍摄对湘剧演员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
态都要求更为细腻精致， 让演员的专业
性得到极大的发挥空间。 通过银幕来展
示传播，可以让湘剧传播更广。

据介绍，2012年湖南启动了“湖南农
村电影地方戏曲工程”，先后出品了《五女
拜寿（花鼓戏）》等6部戏曲电影精品。5年
来，6部地方戏曲电影共在湖南农村巡回
放映了27万场，观影人数近3000万人次。
湘剧电影《赵子龙计取桂阳》拍摄完成后，
也将在全省行农村免费巡回放映。

湘剧电影《赵子龙计取桂阳》开机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余蓉）
日前，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婚庆专业
第五届婚礼答辩秀与手绘展举行， 这也
是该校婚庆专业自创办以来， 第五次以
婚礼秀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毕业答辩。

2017届婚庆服务与管理系的学生们
根据新人的爱情故事各自创意，用所学知
识展示了各种风格的婚庆礼仪，既有云南
民俗文艺风婚礼，也有为一对经历了抑郁
症后的夫妻举办的五周年纪念仪式，令人
思索、回味。著名婚礼文化学者潘旺众教

授等婚礼大咖担任答辩评委。
目前婚庆行业快速增长， 对人才的

需求， 特别是高端婚礼订制类人才需求
很大。 但开设此专业的高职院校全国较
少，湖南只有长沙民政职院。该校婚庆服
务与管理系系主任张平芳介绍， 这个专
业的创立， 是真正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
础之上的，课程开设、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等都和行业共同设计完成。 也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 该专业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高达85%，实习期工资最高达6000元。

婚礼秀就是毕业答辩

5代人珍藏贺龙军刀
82年后回赠元帅后人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余颖 王平

伪造采购合同等材料，以扩展业务需要、流
动资金紧张为由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后， 转手
却将贷款高息借给他人， 借此谋取利息差，用
“空手套白狼” 的手法非法获利几百万元。5月
23日， 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 该院最近对一起高利转贷案向雨花区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并对涉案的湖南省五金机电商
会会长彭某望、副会长孔某良、徐某华、朱某浩、
殷某保等5人决定逮捕，副会长申某国、陈某政、
孔某维、刘某权、杨某胜以及涉案人员杜某芬等
6人仍在取保候审中。

欲开发房地产项目， 从银行
贷款1亿元

被告人彭某望系湖南省五金机电商会会
长，被告人孔某良、徐某华、朱某浩、殷某保、
陈某政、杨某胜、申某国、孔某维、刘某权等人
均系副会长。2010年3月17日， 湖南省五金机
电商会与长沙兴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 约定共同开发五金机电市场所需
的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鄱阳村一块土地。为
准备资金， 湖南省五金机电商会于2011年底
以“十联户”联贷联保的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
长沙雨花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1亿元。后被告

人彭某望、孔某良、陈某政、杨某胜、殷某保、
申某国、孔某维、刘某权、徐某华、朱某浩在明
知该土地项目开发有困难的情况下， 仍在长
沙市雨花区五金机电商会商议， 决定先将贷
款申请下来，如果土地项目开发不成，便将资
金转借给商会需要资金的会员或他人。

2011年12月，被告人彭某望、孔某良等人
伪造采购合同等材料，以扩展业务需要、流动资
金紧张为由从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雨花支行以年
利率7.872%左右的月息贷款1亿元， 并找王某
梅、毛某、徐某等人过账，将资金统一管理。

将银行贷款高息转借他人 ，
非法获利数百万元

为了转贷牟利， 被告人彭某望等人明确对
这1亿元资金实施集中使用， 由被告人杜某芬
负责管钱管账和办理放款， 原则上每转贷一笔
资金都要经“十联户”每人同意，由被告人彭某
望、孔某良最后把关，同时约定对转贷获取的利
润进行平均分配。 后被告人彭某望等人将贷款
资金以2分的月息转贷给湖南某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湖南某建设集团等公司以及罗某保、张
某、胡某强等个人，获取转贷利息12381554.67
元， 除去支付给银行6741056.1元的利息外，非
法获取利润5640498.57元，后“十联户”每户分
红50万元。

2012年9月，因罗某保从“十联户”借出的
300万元无力偿还，被告人殷某保作为该笔借款
的担保人，为尽快还款并赚取转贷利息，殷某保
以自己公司投资经营为由，用房产作抵押，以月
利率0.69333%从中国银行长沙赤曙支行套取贷
款资金300万元。 后被告人殷某保将这300万元
以2分的月息转贷给罗某保。 双方约定借款时间
为1年，并预先扣除1年的借款利息70万元，实际
转账给罗某保金额为230万元。这230万元，罗某
保后来仅向被告人殷某保归还28万元。

2014年4月，被告人彭某望、孔某良、徐某
华、朱某浩等4人为赚取转贷利息，以“四联
户”联贷联保的方式，采取与2011年“十联户”
贷款相同的手段， 以月利率0.675%从中国建
设银行某支行贷款2000万元， 将其中1500万
元以2分的月息转贷给湖南某投资有限公司，
获取利息240万元， 除去支付给银行1293750
元利息，非法获取利润1106250元，每户分红25
万元左右。

低息贷进高息借出构成犯罪
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谈

道，近年来，不少人认为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
再高息转借给他人， 是一条发家致富的好路
子。实际上，该转贷行为不仅充满巨大的回收
风险，更是触犯我国刑法，构成犯罪。根据我
国刑法有关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
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 违法所得数
额较大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
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
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低息贷进高息借出 非法获利数百万元
湖南省五金机电商会会长彭某望等11人被起诉

� � � � 5月22日，沅陵县人民政府向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将军（右二）赠送军刀。 邓永松 摄

�荨荨（紧接1版②） 受降雨影响，资水下游
部分支流、沅水支流猛洞河及武水、澧水
中上游水位出现较大涨幅， 但均在警戒
水位以下。 据最新气象预报，23日下午
到24日白天，自治州、张家界等地仍有
阵雨或雷阵雨。

省防指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省
领导最新要求， 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尽量减少灾害损失为目标，扎实做好

防汛抗灾工作。 各级防汛责任人必须迅
速到岗履责，把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
防涝、 水库与尾矿库防守作为本轮强降
雨的防御重点，真正将防汛责任、防御措
施落实到位。

省防指要求，切实做好救灾、报灾、
核灾工作，全面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省水利厅、 省民政厅要迅速派出工作组
赴受灾重点地区指导防汛抗灾。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做出黄籽油菜新品种的样品来， 花了

10年时间。从样品到审定品种，又花了五六
年。”刘忠松说，研究产生了4个科学发现、两
个技术发明。

原来， 决定油菜籽颜色的物质是原花色素
而非黑色素，并且贮存在菜籽种皮中。

原来，两个基因调控种子颜色，它们在不同
染色体上。 如果发生突变， 两个基因都不“干
活”，种皮就不能积累原花色素，于是呈现黄色。
两个基因都“干活”的话，授粉10天后就开始合
成原花色素，并逐渐积累在种皮中，呈现黑色。
只有一个基因“干活”的话，就呈现褐色。

与黑籽相比，黄籽不含色素、油含量高、纤
维素木质素含量低。黄籽品质优的背后，原来也

是黄籽基因的效应。
目前广泛种植的是欧洲来源的甘蓝型油

菜，产量高、抗性好，但都是黑籽。而源自本土的
芥菜型油菜，既有黑籽也有黄籽。研究发现，这
些黄籽的根在中国西北， 是长期人工选择驯化
的结果。“因为黄籽容易萌发， 适合西北干旱地
区种植， 所以在芥菜型油菜中人工选择了黄
籽。”刘忠松向记者解释。

要培育出甘蓝型黄籽油菜，就得将甘蓝型油
菜和芥菜型油菜进行杂交。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
种，而种间杂交打破物种固有的遗传平衡，遗传
性状不稳定，就要运用回交、自交、再回交等多种
遗传手段来维稳，直到出现稳定的黄籽材料。

在刘忠松办公室外的走道上，挂着一张图：
油菜黄籽基因的精细定位和图位克隆。

“这张图是2011年完成的，在世界上是首
次。当时，科研条件没有现在好。5434株油菜光
DNA提取， 请了6位学生在暑假整整干了一个
多月才完成。”刘忠松回忆，把调控种子颜色的
两个基因找出来，花了3年。

有了这张图，黄籽油菜的新品种选育，实验
室成了主阵地，时间也缩短了不少。

“油菜在塑料盘育苗后， 我们就对它们做
DNA鉴定， 选择那些两个调控颜色基因都突变
了的苗子拿去移栽， 这样可以肯定结出的是黄
籽。以前要等种子成熟才知道颜色，而且对为什
么是这个颜色的内在机制并没有弄明白，既使看
到的是黄籽，下一代结出的也不一定是黄籽。”刘
忠松笑称，英雄不问出处，但基因要问来源。

油菜育种研究也是候鸟型。 带着一包包油
菜种子， 刘忠松团队又一次踏上了去云南夏繁
的行程。那里将开始新一季的试验，孕育着更高
产、更高质、更高抗的新希望。

1公斤油菜籽 稳产半公斤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