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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袁光宇 袁学龙

10月17日， 绥宁县教育阳光服务中心
主任张先邵将长沙爱心人士王辉资助的
1000元钱，转交给14岁的苗家姑娘伍金燕。
伍金燕当即对这笔爱心款作出安排：500元
用来补交欠学校的生活费，100元给父母作
生活费，400元寄给姐姐作为去深圳实习的
车费。

伍金燕家住绥宁县鹅公岭侗族苗族乡白
土村，目前正在鹅公岭中学念初三。她一家4
口，父亲伍孝其50多岁，智障，没有劳动能

力；母亲于三梅，智障，聋哑，也没有劳动能
力；姐姐伍秀燕今年17岁，是绥宁县职业中专
服装设计专业三年级学生。

伍金燕全家没有经济能力， 但在党和政
府及社会关心下，一家人生活稳定。2014年，
伍金燕一家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乡里干
部与他们家结对帮扶， 一家4口衣食无忧。去
年10月，依靠危房改造政策，他们一家住进
了新房。 经绥宁县教育阳光服务中心牵线搭
桥，从去年初开始，伍金燕成为长沙爱心人士
王辉的资助对象， 王辉每学期资助伍金燕
1000元。

党和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及社会爱心，像
缕缕阳光， 洒向苗岭侗寨， 温暖着伍金燕一家
人。姐姐伍秀燕对妹妹说，扶贫路上，我们自己
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姐妹俩约定， 要与命运抗
争，与贫穷斗争。伍秀燕在学校省吃俭用，刻苦
学习。她表示，明年毕业后找一份工作，一定要
供妹妹上大学。妹妹伍金燕学习也很刻苦，其理
想是考上大学，将来当一名教师。

为了让姐姐安心学习， 伍金燕每次放学回
家就认真照顾爸爸妈妈，做家务、种菜，给妈妈
梳头，到山里放牛。她常把牛赶到草多的山坡放
养，自己趴在石头上看书、写作业。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通讯员 何文华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10月18日，安仁县承坪乡山下村热闹非
凡， 安仁县龙洲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这
里举行精准扶贫产业分红现场会，105户贫
困户乐滋滋地签字领现金， 共获扶贫贷款入
股年中分红20多万元。

“我家分了2000元。”村里贫困村民贺许

生高兴地说，年底还会分到2000元。此外，根
据土地入股分红协议， 他家7人按每人分红
768元算，年底还会有一笔5376元的收入。

山下村田少山多，生产条件差，村民收入
低。2015年， 村里致富带头人李家平牵头组
建龙洲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1000多
亩土地，种植枳壳、玉竹、何首乌、桔梗等中药
材，鼓励贫困户参与。

去年， 合作社与村里全部贫困户105户签
订了重点产业帮扶协议， 贫困户以土地入股，
每年享受分红；又通过金融扶贫政策，贫困户
以扶贫贷款入股，每户每年分红4000元。

村支书匡春生说，一些贫困户还在合作社
药材基地务工，人均月工资2400元，今年已给
贫困务工人员发放工资20多万元。 到今年底，
村里贫困户可全部脱贫。

贫困村民喜领分红金

阳光洒向苗家小姐妹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 � � �名片
胡嘉乐，长沙90后新锐话剧导演，编剧

并导演了《看什么话剧》《记忆缝纫店》等话
剧 ；也是作家 ，出版了长篇小说 《宫非宫 》
《左岸发誓，右岸跳江》等。

故事
“我最近被‘招安’了。”
不久前见到胡嘉乐， 她告诉记者：“招

安” 是指接受了一份需要朝九晚五的工作
邀请，进入了“银河酷娱”做编剧。

她说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是因为
与创作不冲突，也离导演的梦想更近了一些。

作为一名“创作二代”，胡嘉乐的名字
总是与父亲浮石联系在一起。

2006年，浮石的《青瓷》成为现象级作
品。两年后，胡嘉乐出版了处女作《十七跋》。

浮石在《我们家的两代文学青年》中写
道：“当我女儿胡嘉乐放弃我们替她安排的
职业画家的道路而选择要做文艺青年时，
我是怎样地感受到了某种宿命的力量的存
在与顽强。”

不过， 胡嘉乐认为：“创作就是在那个
年龄段迸发出来的表达欲。”

那时候的她不爱学习， 爱上网， 爱写
作。第一部小说半年就写完了，随后的三年
又出版了两本小说。

她也非常叛逆， 一度成为网瘾少年。
“打游戏可以连续熬两三晚，打输的时候会
崩溃摔键盘。”还热衷于旅游、泡吧、疯玩，
尝试各种新鲜玩意儿。

“我的人生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方
向，而是走着走着找到了要去的路。”高考
时，胡嘉乐本来学的是美术专业，到北京艺

术培训时又想做个导演。“当时觉得导演是
个奇特的工种，天赋和感觉很重要，这一行
讲究一些灵气，酷酷的。”

所以，她大学又学了编导专业。
后来，由汪涵发起的“果实”戏剧的比

赛中， 胡嘉乐寄去了自己的本子， 并被选
上，就有了她的第一部话剧《看什么话剧》。

这个剧讲的是大学话剧社重建，一喜
一悲两部风格迥异的话剧都想上演，但由
于经费有限，决定把看什么话剧的选择权
交给观众，而随着两部话剧同时彩排下来，
悲喜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

看过赖声川《暗恋桃花源》的观众，不
会对这个剧情结构陌生。胡嘉乐也自认赖
声川是她的话剧启蒙人，会跑到全国各地
去看他的话剧。

“话剧的魅力在于最接近观众，要求有很
好的节奏感。 一个演员可以通过现场观众的
反馈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演得最好， 什么时
候不好。”胡嘉乐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从第一部话剧开始，父亲浮石就卖力
地帮她吆喝宣传，动员身边的朋友买票去
看剧。提起这个，胡嘉乐并不忌讳：“我爸爸
肯定要帮我，天下的父母都一样。”

事实上，在她最需要家庭关爱的青春
期，父亲浮石因为经济案件入狱，家里经济
条件剧变，父母离异，一段时间，父女曾经
隔阂极大。

直到父女俩都开始写书创作，沟通越
来越多之后，关系才有了转机。浮石曾经想
要告诉她，做文学青年很难养活自己，但忍
住了没说。直到看到女儿的第一部话剧的
上演，他认为女儿“编剧兼导演兼主演兼道
具兼统筹兼一切需要人手的岗位替补，她
早已突破了一个文学青年该有的身份与
能量,�制造了一个追梦人所能创造的奇迹
与高度,�她的成功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胡嘉乐却认为：“在不挣钱的领域坚持
下来就是匠人，我希望自己做出的东西能
够温暖人，有趣味，传递我的价值观。”

说起父亲浮石，胡嘉乐说，两个人最像
的一点就是都很倔强：“我写的东西， 他给
我建议，我基本不听；他的东西，会要求我
提意见，但也基本不会采纳……”

“那你觉得他写得怎么样？”
“还可以，就是行文有些啰嗦。”
“我可以就这么写吗？”记者问。
“最好不写，他会伤心的……哈哈哈。”

虽然被“招安”，
还是想做个“匠人”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曹辉）湘潭
市申报的“九华红菜薹”“湘潭矮脚白”近日经
专家评审、农业部审核通过，符合《农产品地
理标志管理办法》规定的登记保护条件，准予
登记， 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此
前，湘潭市沙子岭猪、湘莲已获此殊荣。

“九华红菜薹”地理标志保护区包括响水
乡、易俗河镇、姜畲镇、韶山乡等8个乡镇，总
生产面积2940公顷， 大多分布在沿江河地

带，地势较为平坦，土地肥沃，保水保肥能力
强，富含有机质和微量元素。

九华红菜薹在唐代就是向朝廷进贡的土
特产，被封为“金殿玉菜”。九华红菜薹属菜薹
(油菜)类主栽品种，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种
植规模迅速扩大。产品除供应本地外，还出口
到东南亚、中东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湘潭矮脚白”地理标志保护区包括响水
乡、鹤岭镇、姜畲镇、荷塘乡、韶山乡等9个乡

镇，总生产面积2133公顷，大多分布在沿江河
地带。

湘潭矮脚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清乾隆
年间的《湘潭县志·物产》多有记载。“十二五”
期间，湘潭矮脚白发展到3万亩，促进了广大农
民增收。湘潭市“十三五”规划又将矮脚白作为
蔬菜产业发展重点，计划发展到5万亩以上。

湘潭市农委主任刘良丰表示，将进一步强
化证后监管，有序扩大九华红菜薹、湘潭矮脚
白生产规模，不断提升品质，打造区域公共品
牌，力争实现从小菜园走向大基地、小菜篮走
向大市场、小生产走向大产业的变革，为区域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湘潭两农产品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
分别是“九华红菜薹”“湘潭矮脚白”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万艳）10月17日，省少工委六届四次全会
在长沙召开，研究部署全省少先队改革工作。

2016年以来， 湖南在加强少先队思想引
领、丰富少先队活动、深化少先队队伍建设等
方面精准发力，少先队工作再上新台阶。修订

了2013年版《少先队活动》教材，推动少先队活
动课程进课表。联合湖南大学招收“少年儿童
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方向的全日制硕士、博
士研究生，推动将全省少先队辅导员网络培训
纳入国培计划。同时，少先队服务少年儿童的
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成立“一元捐”基金，

募集资金1044万元，为8459名贫困中小学生提供
帮助。创新途径联系服务基层组织，去年以来，累
计组织300多名省市县少先队工作干部、 总辅导
员到基层中小学开展“驻校蹲点”。

会议选举了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玉清、团省
委副书记仇怡2位同志为省少工委主任， 并对
“全国少先队名师工作室”、2016年“湖南省雷
锋式中（小）队”和“湖南省两型式中（小）队”获
奖代表进行了颁奖和授牌。

省少工委六届四次全会在长沙召开

胡嘉乐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