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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张学文 邹敏

6月23日， 凤凰县山江镇毛都塘村沸腾
了：这座千年苗寨家家户户通自来水了！

村支书吴志丙拧开水龙头， 看到清亮的
水哗哗流下来时，禁不住热泪双流。

受邀前来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长廖小
平一行，被身穿节日盛装的村民们团团围住，
大家唱着山歌、端着自家酿的好酒，道不尽的
情谊、说不尽的感谢。

2015年4月到2017年6月，短短2年多的时
间里，毛都塘村这座千年苗寨，在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工作队的驻点帮扶下， 路通了、 水通
了、村民腰包鼓起来了……

幸福水，甜了苗家人的心
毛都塘村位于凤凰县西北部， 处在凤凰

“山上山下”之间的“山腰”地带，全村237户人
家99%为苗族， 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苗
寨。

整个村子山高水低，沟壑纵横，高山峡谷
交错，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生产条件恶劣，
全村没有一条机耕道，农民劳动强度大，农作
物产量和效益低，生活贫困。

村内水源匮乏， 人畜饮水靠两处井水供
应，住得远的挑一担水要半个多小时，留守妇
女、老人取水更困难。 尤让人烦恼的是，持续
天晴或者外出务工村民回家过春节时， 井水
就不够用，更谈不上灌溉农作物。

2015年4月，苗寨来了2名80后年轻人，他
们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扶贫工作队的李广军
和熊启明。

“我在陕西农村长大，但未见过这样贫穷
的地方。 因为路不通，建材运不进来，村里危
房多；因为缺水，大家的衣服穿得很脏很脏才
洗。 因为贫困，村里一位孤寡老人，粮食长虫

了，拿出来晒晒继续吃……”工作队队长李广
军告诉记者。

为了改变毛都塘村的落后面貌， 学校派
来土木、林业、测绘、规划等专家们给毛都塘
村把脉。

“高校的优势在智力。 科学规划扶贫蓝
图，是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校长廖
小平介绍。

很快，改善基础设施、寻找水源、发展经
济林产业的扶贫路线图制定了下来。

工作队一边带领大伙修路， 一边在当地
人陪同下翻山越岭寻找合适的水源。“村子偏
远，从镇上接通自来水，短时间难以实现。 自
己找到充足水源，修蓄水池建管网，是最快能
解决村里吃水问题的方案。 ”

功夫不负有心人。 工作队请来省城专家，
在村子里终于找到了一处水量充足又能辐射
到整个村的水源。 今年3月，在凤凰县水利局
的支持下，毛都塘村饮水工程开工。“我们将
蓄水池修在了山顶，与水源地的落差是70米，
中间修泵房，将水源地水抽到蓄水池，经过净
化处理后，通过管线流进村里的每家每户。 ”

当家中接通自来水时，村民龙仙英禁不住
眼眶湿润了。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独自在家抚
养4个年幼孩子的她，能不去很远地方取水，让
孩子们有充足的水洗一个干净的澡，是她多年
的心愿。 如今这个心愿已变成了现实。

“工作队到来后，我家孩子上学的学校，
危房变成了新房；村里路通了，水泥环村路、
通组路、机耕道，全有了；如今家家户户饮上
了自来水，感觉像做梦一样。 ”龙仙英说。

经济林，托起了致富梦
“毛都塘村变化非常大， 这种扶贫模式

值得推广， 我们希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继续
在我们县里帮扶。” 凤凰县委组织部部长覃

振华说。
毛都塘村扶贫模式， 就是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扶贫工作队采取的“高校（公司）＋合作
社＋能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模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派出多位经济林专家
教授来到毛都塘村， 帮助村民进行特色水果
示范基地规划。 如今， 锦绣黄桃、 砂梨翠
玉、 南方脆枣、 李子、 锥栗等果树林， 在毛
都塘村已初具规模， 果树下面， 套种的射
干、 桔梗、 巨麦、 万寿菊等中药材， 长势喜
人， 花朵摇曳。

“我们在毛都塘村建设了262亩特色水果
示范基地， 并把它们全部分给村里建档立卡
贫困户管理，同时联系了公司负责收购。 中药
材今年就有收入了， 经济林明后年就能挂果
了。 贫困户脱贫已指日可待。 ”李广军说。

吴田省是村里的一位种植大户。 几年
前， 他曾在村里摸索着种植中药材， 由于缺
乏技术指导， 都失败了， 亏了20多万元， 成
了村里的贫困户。 工作队来了后， 他又燃起
了种植梦， 在专家指导下， 今年种了20亩射
干、 20亩果林， 目前长势很好， 收入有望达
20万元。 在外打工的儿子也准备回家跟着父
亲一起干了。

“驻点帮扶两年多时间， 最让我感到欣
慰的是， 村民们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干了。 村
里有一个村民， 嗜酒， 不劳动， 家中很贫
困。 自从分到特色水果基地后， 他开始戒
酒， 参加劳动了。 他说， 不劳动， 对不起工
作队。” 李广军说。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王晗）蒋雯
丽、刘钧主演的话剧《明年此时》、英国经典
原版音乐剧《保镖》、中文版《音乐之声》……
今后，无需远赴北上广，这些高端演出将成
为湖南人民文化生活的“家常便饭”。 记者
今天从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获悉，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以下简称“大剧院”）将于7月1日面向会
员正式开票。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是湘江集
团在梅溪湖国际新城打造的重点文化产
业项目，总投资约27.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12.5万平方米，建成后集高雅艺术表演、艺
术展览、艺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将成为长
沙湘江西岸文化地标建筑。 项目由1800座
位大剧场、500座位多功能小剧场、10000
平方米艺术馆3个部分组成， 可同时容纳
近3000名市民同时观看演出。

“在9月的大剧院首演季中， 我们安排
了包括大型歌剧、 舞剧、 话剧、 交响乐等
在内的40多场源自世界各地的顶级演
出。” 大剧院运营负责人介绍， 为了更好
地实现“艺术” 与百姓生活“零距离” 接
轨， 大剧院将开启“戏剧舞蹈” 演出季、
“周年庆” 演出季、 “英国文化艺术周”
等演出组合。 同时， 艺术普及系列活动
“艺术+” 也将同期开展， 推出“大师面
对面”“艺术讲堂”“戏剧体验营” 等一系列
主题活动。

记者了解到，自正式对外开票起，除专
门的艺术演出外， 大剧院也将设置一定比
例的惠民演出，年平均票价不超过240元。
“我们期望借此打开人人买得起的艺术之
门， 通过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这个文化新地标，让更多的人感受艺术，爱
上艺术。 ”大剧院运营负责人说。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余蓉 通讯员 舒杨 ）“深度融合推
进校企合作， 优势互补实现共赢未
来！ ”今天上午，湖南工业大学与湖南
建工集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达
成战略合作框架、 实践育人与产学研
等3大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立
足于人才培养、文化共建、平台建设，
共同成立“校企合作基地”，包括“校企
文化共建团队”“湖南工业大学校外实
训基地”等，学校以培养企业需求的人
才为导向， 灵活合理地制定专业方向
培训课程， 聘请企业专家作为学生的
“职业导师”， 并在学生大四期间的教

学过程中纳入适应企业岗位的实践教
学， 积极推动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在
人才培养上进行对接，实现实用性、应
用型定向人才培养目标。

湖南工业大学还与湖南建工集团
旗下的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签订
了产学研合作协议， 学校将已取得的
科技成果通过公司承建的建筑工程项
目有计划地实施推广， 并应其要求开
展科研活动，提供科技咨询、科技服务
和技术培训， 公司则相应的为学校提
供BIM项目跟踪学习、实习机会，接纳
甲方教师参与BIM项目， 并且每年接
纳一定数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实习，
以及优先接纳学校培养的毕业生等。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孟霞）今天，由中央财政支持的社
会组织示范项目“站立计划———中华骨病
康复万里行”湖南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该
项目将在湖南救助60名肢体畸形人士。

“站立计划” 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联合中国肢残人协会共同发起， 长沙年轮
骨科医院提供医疗技术支持， 旨在广泛动
员全社会力量， 感召更多爱心人士和爱心
企业共同支持中国医疗扶贫事业， 救治因

先天或后天因素导致肢残的贫困人群， 帮
助他们恢复和改善肢体功能。

据悉，“站立计划” 救助病种范围为：
足畸形、 足下垂、 马蹄足等先天性肢体畸
形， 以及脑瘫等疑难疾病致肢体畸形或肢
体功能障碍患者。 符合条件的贫困肢残人
士， 可携身份证、 残疾证复印件 （二代）、
低保证复印件或各级政府盖章的贫困证明
原件等资料， 前往长沙年轮骨科医院申
请。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陈勇）记者
近日从益阳市赫山区政府获悉，民营企业、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资3500万
元用于建设该区紫竹小学，首期1878万元
善款已打入指定账户。

紫竹小学选址位于赫山区龙岭工业
集中区天子坟社区，占地约60亩，办学规
模36个班，小学学位1620个。 规划建设主
体教学楼、300米标准运动场、户外游戏场
及儿童体验农场、艺体楼、科技楼、风雨操

场等，总投资1亿余元。 计划明年秋季开学
投入使用。

艾华集团是一家以设计、开发、制造及
销售铝电解电容器为主的科技型企业集
团，目前产品年销售额居同行业全国第一、
全球第五。 企业秉持“厚德博爱责任，利国
利民利人”价值理念，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
业，2010年以来，在助学、关爱贫困母亲、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方面累计捐款4400
万元。

（2017年6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亲爱的女儿》
阮梅 著；周倩倩 责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年5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由17篇书信体散文组成，

以叙写亲情、友情之爱为主，兼及对人生的感
怀与所悟，以及对动荡世界的关切和对生命
的尊重。一串串流泪的故事，诙谐而诗意的语
言，使那些原本浸透苦难与忧伤的岁月，充满
了暖暖的意味与坚韧的力量。

推荐语：领略传统文体的“尺牍之美”，
重温现代书信散文的“诗与真”。

《洞庭之时光》
柴焕波 著；管巧灵、邱建明 责编
岳麓书社 2017年5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一个考古学家

在洞庭湖畔一个封闭村庄的往事。 通过不
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和作者的行迹，将历史
事件、社会生活、个人记忆巧妙地交织在一
起，在城镇和乡村、古老的遗址和青春的欲
望之间，演绎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推荐语：作者长期的职业考古生涯，积
累了独特的文学创作资源。 发掘村庄的生
命史，唤醒黄土上下的考古往事。

《黑洞不是黑的》
[英]史蒂芬·霍金 著；吴忠超 译
孙桂均、吴炜、李蓓、杨波 责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5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霍金2016年在英国

BBC广播公司里斯讲演中向大众传递的对
黑洞的洞见，其中谈及的“黑洞无毛定理”
使得黑洞研究变得极其有趣。 他以游刃有

余的通俗讲解， 将我们带向宇宙最奇异的
角落，告诉我们一个不同以往的黑洞。黑洞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黑”，事物可以从黑洞
逃逸，信息可以某种方式保存。

推荐语：《时间简史》出版近30年后霍
金又一新作。全书没有公式，并配有插画，1
小时无压力畅读。地铁到站，你对这个世界
就又多懂了一些。

《谢谢你离开我》
张小娴 著；薛健、刘诗哲 责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出版
本书是张小娴经典爱情散文集， 主题

是离开，实际是透过离开讲女人的成长。书
中告诉我们，爱一个人只有两条路，给他自
由，或是成为很棒的女人。 无论单身与否，
首先要有自己的独立性。 因为离开原本就
是爱情与人生的常态， 也许那些痛苦会增
加生命的厚度。有一天，当我们可以微笑转
身，就会明白，一个不爱你的人，绝不会比
你的生命更重要。

推荐语：全新精装增订本，央视《朗读者》
张小娴深情朗读，全新演绎这爱情的味道。

《长物01：食器之味》
黄磊 主编；耿会芬 责编，刘 佳 策划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出版
美好的食器让食物有更好的呈现方

式， 更让饮食这一重要的生活事务更具美
感。书中呈现了各种食器搭配技巧，可供读
者参考学习， 创造出属于自家餐厅的独特
美学和风格。还附有来自不同国家、在不同
领域深耕的手作艺人们的访谈， 陈述各自
对于器物的理解。

推荐语：关注美好生活的种种，过有审
美的生活。

千年苗寨换新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驻点帮扶凤凰县毛都塘村纪实

首演季40多场世界顶级演出， 年平均票价不超过240元
梅溪湖国际文艺中心7月1日开票

“站立计划”入湘救助肢残患者

艾华集团捐资3500万元建小学

湘版好书榜

深度融合 共赢未来
湖南工大与湖南建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娃娃玩足球
6月24日， 第二届“世

幼杯” 幼儿玩足球活动 （湖
南区） 小组赛在长沙市开福
区四方坪体育公园进行。 本
届活动由湖南省体育总会主
办， 采用7人制竞赛形式，
联动长沙30余所幼儿园， 吸
引220余名小朋友报名参与。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