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罗锴 张学军 贺江

一个个灰白色菌子， 像一朵朵盛开的小
花。炖汤或清炒，香气扑鼻，干菌卖到每公斤
400元左右。 在永顺县响塘村这个贫困村，昔
日只能野生的香花菌， 如今成了村民赊账就
可拿回家轻松“管理”的香花菌菌包。

赵彩霞，上有多病的婆婆、下有两个读书
的孩子，一家6口日子过得紧巴巴。自从村里
建起了菌包厂，她的钱包鼓多了。

“她是村里的贫困户， 去年菌包厂建起
后， 就招她到厂里打工， 每月能领工钱2000
元。她家里还‘管理’了200多个菌包，每月稳
赚管理费上千元。”10月9日，在省农科院实验
大楼里， 省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驻永顺县
响塘村专家熊毅笑着向记者介绍。

国庆长假， 是熊毅今年第4次回长沙。一
上班， 熊毅就赶到院里汇报下一步扶贫工作
打算。

常驻响塘村两年多，600多天与村民朝夕

相处， 终于让香花菌开放在村里空闲的房
前屋后。那份快慰无与伦比，那份艰辛却化
作一句：“我的运气好。”

熊毅口中的好运气，来自当地村民的几
句闲聊。2015年9月， 刚到响塘村的熊毅四
处走访，几次听到村民讲当地的香花菌很珍

贵，可惜只能到山里去采。当他看到村民采来
一根长满香花菌的树棍子， 凭着敏锐的眼光，
熊毅认出是裂褶菌，市场上还没有商业开发的
成功案例。他很快决定：研究香花菌的人工栽
培。

“来村里时我就琢磨能不能首选发展食
用菌。因为食用菌是资源化生态化项目，可以
充分利用当地玉米秸秆等农业废弃物， 而且
菌糠是非常好的饲料添加剂， 可替代抗生素
药物进行健康养殖，还可以作有机肥。”熊毅
说， 香菇等常规品种需要投入大资金才有市
场优势，香花菌真是天赐良机。

把机会变成财富，是个巨大的挑战。
要实现人工栽培香花菌， 就得先找到菌

形优良的野生香花菌，然后在实验室分离、纯
化，再摸索驯化的合适条件。

找菌，就花了3个月。香花菌生长在阔叶
林的枯木丛中。响塘村是喀斯特地貌，溶洞多
天坑多， 年过半百的熊毅请当地村民带路穿
行林间，常常一去就是一天，只吃两顿饭。为
了找到更好的野生香花菌， 熊毅还跑到了保

靖等地寻宝。
在驯化的过程中，假象曾迷惑了熊毅，走

了弯路。“菌丝长得飞快，以为就要成功了，谁
知出菇时长霉了，烂掉了。”

“搞科研就像破案”，熊毅说，他还把1000
多个香花菌菌包送到6个村民家，请他们放在
树林里、屋檐下甚至露天环境中“管理”，看看
哪种环境最好。

3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答案：露水的滋润不
可少。“村民只需要在房前屋后搭个简单的棚子
就行了，挡住大雨，留住露水。”熊毅说，20来平
方米的地方可‘管理’几百个菌包，这种天气，成
品菌包3天可长出菇蕾，7天就能采收。

去年10月， 驻村工作队和熊毅等多方努
力筹资70万元， 完成响塘村食用菌开发项目
的设备选型、技术组装工作，成功向机械化、
规模化转型升级。目前，项目生产日可消耗2
亩玉米地的秸秆，产菌包900个。熊毅算账，按
全年投料280天计算， 可产成品菌包25万个，
可产干菇7500公斤以上， 由响塘村食用菌专
业合作社回收， 预计年产值可达300余万元。
若全部菌包发放给村民， 每个菌包的出菇管
理工钱5元，村民将获利125万元。

一同研究成功的菌草饲料节粮养殖种养
平衡技术，在响塘村还培养了3户蛋鸡养殖大
户。熊毅透露，下一步也要让猪吃上这种“健
康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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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石荣）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
日，一场大学生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在长沙
师范学院启动。同时，湖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远程心理咨询点在长沙师范学院开通，
校、医建立联动机制，为大学生提供全方
位的心理支持。

近年来，社会转型加速，多元价值观
碰撞冲突，竞争压力加剧，大学生群体的
心理问题随之凸显。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心理专家张宏耕教授介绍， 生活适应问
题、学业问题、恋爱与性心理问题、性格与
情绪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是常见的大学
生心理问题。遗憾的是，社会普遍对心理
问题重视不够，很多人甚至对精神心理问
题还处于认识“盲区”，以致不少早期的心
理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干预。

“这几年，学生们对心理咨询的需求

不断增长， 但有时候一些棘手的问题，我
们还得求助于专业的精神卫生机构。”长
沙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林
桦老师坦言， 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是预
防、 筛查和解决这些常见心理问题的基
地，而专业的精神卫生机构则在诊断和治
疗心理疾病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高校和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加强联
动，将更好地满足大学生对心理健康的多
样化需求，完善大学生心理问题与心理疾
病的防治体系。”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院
长李小松透露，近期将启动覆盖全省的大
学生心理健康联盟，为全省大学生提供全
面的心理支持和帮助，开展精神卫生知识
教育、心理问题筛查、心理危机干预等。为
积极传播心理健康知识，目前该院接受社
会各单位和机构的申请，可安排专家进行
心理健康的公益授课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9月27日，湘籍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创作
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在北京举行出版
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乡村国是》 用一个个
真实、生动的故事，真实全面地描述了我国扶
贫工作取得的伟大功绩。 与会专家学者对这
部庄严厚重、 气势恢宏的文艺扶贫力作给予
高度评价。

这样一部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场感、 有血
有肉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背
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次真实而忠诚的行走
纪红建说：“聆听老百姓的心声，反映中国

农村扶贫，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精准扶贫现状，
为我国的扶贫事业留下一份带着温度的扶贫
报告，是我采访、创作《乡村国是》的初衷。”

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 两年多的时
间里，纪红建背着简单的换洗衣服、笔记本电
脑和相机， 或乘飞机或乘高铁或乘火车或乘
大巴或乘三轮车，独自行走于六盘山区、滇桂
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
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
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湖南、云南、甘肃等
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个县（市、区）的
202个村庄，实地采访了当地的老乡和扶贫工
作者，带回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
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

在采访的过程中， 他有无尽的感动与感
叹。在重庆黔江区濯水镇采访时，他遇到了72
岁的老人徐明德。 这位老人经历过灾难与贫
困，当过村主任，喜爱看书，关注时政。纪红建
回忆道：“采访结束告别濯水时， 这位老人紧
紧地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濯水人之所以能
够脱贫，能够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是靠‘宁愿
苦干、不愿苦熬’的实干精神，二是靠国家好
的扶贫政策。”

“贫困山区确实难，但再难，都挺了过来。
包括那些丧失劳动能力、 曾经对生活无望的
群众， 家中生活境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纪
红建激动地说。

创作时感受到另一种艰难
“脱贫攻坚主战场涉及面之广， 史无前

例，令人震撼。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
大而沉重的命题，写什么？怎么写？”纪红建坦
言，在创作过程中，他曾经苦闷过，也曾经纠
结与犹豫过，甚至萌生过打退堂鼓的念头。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得到了诸多良师益
友的鼓励与支持。

“采访都在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尽
量避开暴雨季节，当心洪水和泥石流。”国务
院扶贫办的黄承伟给纪红建发微信说。

“你跑了这么多贫困地区，很苦也很累，
都会在作品中留下印迹的。”《乡村国是》责任
编辑周熠在纪红建孤独的采访路上和纠结的
创作过程中送来慰藉。

“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你把采访的故
事以及行走中的酸甜苦辣进行叙述， 这就是
报告文学的意义所在。”《中国作家》资深编辑
汪雪涛这样鼓励他。

思来想去，纪红建决定站在平民的视角，
将本书聚焦在人性、精神和情怀上，既重点反
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攻坚场景， 也注
意历史的延伸；既叙写扶贫攻坚取得的成绩，
也呈现中国扶贫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歌
颂脱贫攻坚道路上人性的光辉。

把作品的话语权交给群众
“脱贫之路的酸甜苦辣，贫困群众都是亲

历者和感受者，只有群众最有发言权。只要真
实地把他们的心声呈现出来， 这部作品就会
充满感动和力量。”

纪红建决定把作品的话语权交给群众，
把尽量多的笔墨留给群众。

鼓足勇气，纪红建把《乡村国是》写了下
来，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围绕着贫困乡村里
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
灵魂。于是，有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

专家学者们面对这部作品，好评如潮。
“这是一部鲜活感人的‘中国故事’。它以

一个个牵动人心的脱贫事例， 展现了中国大
地波澜壮阔的扶贫开发热潮， 为中国脱贫留
下了一部鲜活的形象史， 也体现了中国对全
球减贫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作协副主
席陈建功如是说。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陈薇）今
天，湖南省小说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

会议通过了《湖南省小说学会章程》，
选举谭谈为会长，孙健忠、张扬、周健明、
残雪、贺晓彤、唐浩明、聂鑫森、彭见明、谢
璞等著名老作家被聘为顾问， 马笑泉、邓
宏顺、何立伟、余红、赵燕飞、胡良桂、姜贻
斌、聂茂、陶少鸿、薛媛媛等人为副会长，
赵燕飞兼任秘书长。

湖南省小说学会首批会员是经过筹
备组和市州作协共同推荐产生。首批会员

共计87人，包括了小说创作、研究、评论、
编辑、文学组织工作等各方面优秀人才。

近年来， 湖南小说事业蓬勃发展，优
秀作品不断涌现，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
项全国性大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
荣誉。湖南省小说学会的成立，为全省小
说作家构筑了交流学习的平台，更让广大
的小说作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据了解， 目前湖南已成立省散文学
会、省诗歌学会、省报告文学学会、省儿童
文学学会等多个文学学会，省文学评论学
会等也正在筹建之中。

湖南省小说学会成立

校、医建立联动机制
全方位护航大学生心理健康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易禹琳）
湖南卫视迎接党的十九大系列报道《我们
看见的变化》9月18日至10月6日全部播
出，反响强烈，余音绕梁。国庆长假过后，
仍有不少人通过华声在线等网站回看视
频。线上线下，人们热议家乡的新变化，身
为湖南人的自豪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的激情使秋天“升温”。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策划推出
的“喜迎十九大”特别报道《我们看见的
变化》，以发现的眼光，从老百姓的切身感
受出发，全景巡航式展示了湖南14个市州
和湖南省5年来发生的真切变化。据悉，节
目创新了融合立体传播， 联合湖南日报、
华声在线、红网、腾讯新闻、芒果TV及14
个市州近百家媒体， 立体式强力推进宣
传。微博、微信、视频专题每天推送，各市
州二次传播，独立小视频在微信朋友圈刷
屏，使五湖四海的湖南人同时喜看家乡的
新变化。

《我们看见的变化》不仅每个市州都
突出了新地标、新形象，刷新了人们对当
地的印象，而且各个市州都突出了自己的
特色。播出后，家乡的新变化嗨翻了湖南
人。岳阳市委书记胡忠雄评价“岳阳篇”生
动展示了岳阳之美、之变，集中表达了岳
阳之思、 之盼。 勾勒出了岳阳作为湖南

“城、堡、极”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蓝图，彰显
了岳阳力量，提振了岳阳上下谋事创业的
精气神。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在专访结束
时向全世界发出了“甜甜的怀化欢迎您”
的邀请后，网上网下顿时沸腾起来，怀化
人纷纷在论坛上接龙似地开启了热烈讨
论：甜甜的怀化、甜甜的人、甜甜的山、甜甜
的生活……娄底市委书记李荐国感谢湖
南卫视用故事讲出了这5年娄底人负重奋
进，稳步“上楼”的变化和创业的闯劲。邵阳
市委书记龚文密评价“邵阳篇”既精心讲
述邵阳故事，传递了邵阳力量，又精彩展
现邵阳成就，提振了邵阳信心。

“湘潭篇”在大学生陈思的微信朋友
圈被刷屏， 他为家乡的巨变骄傲，家乡的
“超级担当”“智造担当” 时不时挂在嘴边。
常德的曾燚说“常德篇”就是一部展示常
德颜值和气质的纪录片，充满浓浓的“德
味”。怀化市刘振华看完节目后，挥笔写赋
《我看怀化新变化》。 而那些在节目里露了
脸现身说变化的村民、工人、公务员、交警、
大学生、医生护士、退休老人、留学生、大学
教授等，一时间在亲朋好友圈里成了“名
人”。

湖南人砥砺奋进的5年， 齐心协力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所呈现的丰收
果实，值得我们在这个秋天细细品味。

《我们看见的变化》嗨翻湖南人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张莹 李瀚 ）近日，在地处长沙市高
新区的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我
国著名生殖医学与医学遗传学专家卢光
琇和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共同为“湖
南师范大学附属光琇医院”揭牌。这标志
着长沙高新区有了一所湖南师范大学的
附属医院，周边居民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
疗服务，也意味着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光
琇高新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进入了
“快车道”。

湖南师大与“光琇高新”从此紧密携
手。 卢光琇教授成为湖南师大学科带头
人、博士生导师，湖南师大将聘请“光琇
高新” 其他符合要求的员工成为其兼职
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师大每
年可予以“光琇高新”博士招生名额1至2

名，全日制硕士招生名额10名左右；双方
在共同感兴趣的各个方向开展合作，包
括课题申请、项目开发、研究设备等。师
大按照湖南省公开招聘的相关规定和程
序，将“光琇高新”推荐的4位团队骨干成
员纳入其人事编制， 入编人员享受师大
正式员工待遇， 参与其教学与科学研究
工作。“光琇高新”出资100万元设立“湖
南师范大学惠霖光琇奖学金”，用于奖励
优秀的师生。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表示，湖
南师范大学附属光琇医院正式挂牌后，
将从2018年开始正式招收培养硕士研究
生。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促进校院融
合，共享优质资源，增强湖南师范大学医
学和生命科学的学科实力，推动该校“双
一流”建设。

湖南师大附属光琇医院挂牌

一份带着温度的扶贫报告
———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背后的故事

香花菌开笑满屋
———记省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驻永顺县响塘村专家熊毅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科协主办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中国梦影像
公益广告主题展
亮相长沙地铁
10月9日，长沙地铁2号线

芙蓉广场站， 市民从中国梦影
像公益广告前走过。当天，由中
国摄影家协会、 中国摄影家协
会网、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主
办， 湖南省摄影家协会协办的
“喜迎十九大”中国梦影像公益
广告主题展亮相长沙地铁。展
出的摄影艺术精品50余幅，以
公益类题材为主体，提炼“喜迎
十九大”“中国梦”主题要素，用
影像讲述中国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