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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胡沫

12月13日，寒气袭人。然而，记者在常德
市鼎城区草坪镇放羊坪村文化活动广场，却
感受到春潮涌动。广场乡村大舞台上，村里的
舞蹈队正在排练歌舞《走进新时代》。台上演
员练得起劲，台下村民看得过瘾，笑声、掌声
响成一片。

“现在农村环境美了，日子过得也甜了。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我们才
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排练的这个歌舞，
将在元旦、春节期间演给乡亲们看，而且要参
加区里的会演。趁着农闲，我们天天在抓紧排
练， 进城表演时一定要演出新时代农民的精
神风貌。”说这番话的，是放羊坪村舞蹈队队
长吴艳先。她告诉记者，村里建了文化活动广
场、乡村大舞台，不管天晴下雨，他们都有地
方跳舞了。

草坪镇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
间歌舞全国闻名，“草坪文化现象” 得到中央
领导肯定。在该镇放羊坪村，记者深切感受到
这里文化氛围十分浓厚。 村综合服务中心文
体娱乐室、图书室、广播室等一应俱全，村里
还建起了文化广场、休闲广场、高标准乡村大
舞台、文化艺术长廊等一批公共文化设施。

“我们坚持以文化建设带动美丽乡村建
设。”放羊坪村党总支书记蒋冬华指着村文化
活动广场说，现在每天有上百人来这里散步、
打球、跳舞。他告诉记者，放羊坪村是由两个
村合并而成的，现有人口3000多人。过去大部
分村民靠种水稻过日子，收入低，增收难。近
些年，村里引进优质稻种，实行集中育秧、统
防统治、机插机收。同时，成立演艺公司，将爱
好文艺的村民组织起来， 成立了6支演出队，

一年演出2000场以上， 年收入在600万元以
上。

今年43岁的村民汪传华， 就是靠演出致
了富。他和妻子都在村里的演艺公司工作，年
收入超过15万元，如今买了小车，还在城里买
了房子，小日子过得很甜蜜。

朱小敏，是草坪镇文化站站长。谈起放羊
坪村的文化现象时，她说，放羊坪很多村民有
一种特殊的气质， 这种气质源于深厚的文化
底蕴，源于他们对文艺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他们在外演出落落大方、与人交往彬彬
有礼，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

镇党委书记杨国军上任不久， 但对放羊
坪村的情况很熟悉。他向记者介绍，现在放羊

坪村不仅有广场舞队、民间剧团，还成立了诗
词协会、慈善协会等民间组织，现在全村加入
各类协会的村民达200多人。今年，放羊坪村
被评为了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
村、全省美丽乡村示范村。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乡村加快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我们要乘
势而上、奋发进取，把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擦亮‘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这块金字招牌。力争3年内，放羊坪村演出等
文化产业收入超过1000万元，全镇超过5000
万元，既大幅增加群众收入，又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满足大家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说到今后发展，杨国军充满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 � � � 名片
熊佩，1985年生，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市场营运部工作人员。 电商发达、 直播盛
行，熊佩与团队成员通过网店、微店、直播
等平台，让湘绣成为“网红”。

� � � � 故事
12月初，第22届国际手工艺品展销会

在意大利举行，“金彩霞” 湘绣首次亮相米
兰，惊艳了众人。熊佩在微信朋友圈第一时
间转发了现场“盛况”。

初识熊佩， 是在湘江中路一家必胜客
餐厅，正值“七夕”，她在台上说“五陵公子
怜文彩，画与佳人刺绣衣”，姻缘与刺绣相
伴源远流长。台下学习刺绣的年轻人，不少
人举起手机拍照，将熊佩和她手中的绣绷，
发到朋友圈。

湖南师范大学国画专业毕业的熊佩，
2008年进入湘绣研究所。近10年，眼看不
少人来了又走，她对湘绣却是“越来越爱”。

8月31日， 湘绣研究所在东家直播平台
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二场拍卖直播，熊佩是
主播。出镜的熊佩，简单束起长发、身着白衬
衣，对着镜头笑靥如花。东方有美物，匠者心
中藏。每一幅作品她都如数家珍。

“以宋徽宗李佶的花鸟画作为底稿，蚕丝
绣线，真丝缎底、实木框架；工艺上，采用平针、
掺针等针法， 劈线技艺让使用线极其细密、平
整……”这件《碧玉双栖》经熊佩介绍，盎然生
趣，起拍价1070元，最终以2300元成交。

湘绣“触网”，可以追溯至2011年。彼
时，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以“金彩霞”为名在
淘宝开店，受各种原因影响，品牌传播力不
理想。

近两年，互联网发展多样化，越来越多
像熊佩这样会“玩”互联网的80后、90后加
入营运团队，创意接踵而至，湘绣网店的影
响力和销量逐年递增。

如今，打开金彩霞湘绣“天猫”店铺页
面， 可以见到很多加入刺绣元素的生活物
品，如围巾、摆台、团扇、车挂、项链等，不少

物件的价格仅几百元，时尚轻简、精巧雅致。
“把湘绣作为一种元素，融入到生活，

与大众消费紧密联结， 当下传播最快的媒
介就是互联网。”熊佩说，没有对外推广活
动时， 她会和团队同事一起研究美化店铺
设计，将新品拍照、修图、上传；充当客服，
服务全国各地的买家；有时还客串做模特，
为湘绣“代言”。

2016年，湘绣研究所开设了微店。
微店展示的产品， 也都跟现代生活息

息相关。“天气炎热， 绣两片西瓜似得一缕
清凉；乌云散开、天气放晴，绣上几朵绽放
花儿赏心悦目。” 熊佩在微信朋友圈如是
“推广”微店产品。

2017年，湘绣研究所尝试网络直播。直
播间就是研究所的展厅，厅内陈列着上百幅
湘绣名作。“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直播间”“大
幅作品价值不菲吧” ……网友们热情很高，
也不断给主播熊佩点赞：“主播很专业”“主
播普通话标准”“主播美美哒”……

“熊佩有绘画基础，懂刺绣工艺，最近
两年的对外推广合作大小活动， 大部分由
她主持，专业素养和表达能力十分出色，胜
任主播一角，不在话下。”熊佩同事对其评
价颇高。

在熊佩看来，借助互联网科技，传统文
化的传承，可以成为一种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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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记者 熊远帆）
今后，长沙造的“视网膜”将给盲人们带来
光明。今天下午，长沙经开区与美国金眼智
能生物医学有限公司举行了智能视网膜项
目签约仪式， 该项目将致力于新一代智能
视网膜产品的产业化， 为中国乃至全世界
的盲人带来福音。

如果用数码相机来做类比， 人眼的角
膜和晶状体就相当于镜头， 眼球后方的视
网膜是感光器件， 视神经等同于连接感光
器件和存储卡之间的线路， 而大脑后部的
视觉皮层则是存储卡和后期处理软件。色
素性视网膜炎或老年性黄斑变性会让视网
膜失去功能， 让这部相机无法感知任何图
像。

人造视网膜的原理是利用外部摄像头
的视频信息经过数据转换之后无线传输给

内部植入器件，微型电极通过电刺激的方式
将视频信息经视网膜黄斑区域的可用神经
细胞传送至大脑，从而使盲人能够重新恢复
视觉。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项目负责
人之一的罗伯特·格拉布斯教授表示， 通过
在眼内手术植入微型电极阵列，是目前治疗
视网膜病变盲人唯一长期安全可靠的技术，
将为全球2000余万此类患者提供重见光明
的可靠方案。

项目牵头人、 美国最高科技发明奖得
主马克·霍默恩介绍， 项目计划于2019年
完成新一代智能视网膜的动物性实验，启
动眼科医学临床实验，并尽快实现产业化。
在此基础上开展眼科方面的科研创新，推
广眼科教育， 吸引更多世界高端科技项目
落户长沙，形成眼科的高精尖生态圈，将长
沙打造成为世界眼科之都。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时下正是莲藕采收季，只要天气适宜，年
过花甲的华容县北景港镇协和村村民李德良
都会在自家的荷塘里忙得不可开交。忙是忙，
李老汉却说，300亩莲藕的销售倒是轻松了，
他只用“一根手指”就能搞定。

“别看这一片黑泥巴，下面埋的可都是真
金白银呦。”正当李德良满面笑容的向记者介
绍时， 他手机的微信声嗖嗖地响了起来。“你
看，说真金白银，真金白银就来了。”原来，今
年村里接通了互联网， 看着年轻伢子妹子上
网上得尽是劲，李老汉不服老，不但在家里接
通网络装了WiFi， 还跟着技术员学会网络交

易当起了微商。
李老汉说，一开始，自己每天都会在微信

朋友圈里“晒”自家无农药化肥污染的宝贝莲
藕，慢慢从无人问津，到接到第一笔单，再把
理货、发货、售后服务一条龙全掌握……“不
到一年，如今经销商每天上门来拉货，日销量
保持3000公斤以上，300亩藕塘，今年保守估
计能挣20多万元。”

而在一年前，李老汉要在网上卖藕当微
商都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由于地处偏远
乡村，不通网络，自家的藕只能通过老两口
用三轮车运到镇上或县里卖， 劳心劳力不
说，还挣不到钱。不曾想县里今年启动实施
的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工程之一，就是拉通48

个偏远行政村的互联网，自己的莲藕才能搭
着网络“快线”销往全国各地。如今，李德良
的藕估计90万公斤的收成已卖掉 70万公
斤。而且肩不挑手不提，只是坐在家里动动
手指。

据华容县工信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该县
48个落后行政村网络基础建设工程总投资
3054万元，目前已全部完工，共计建成光网端
口3.1万个，住户光网覆盖率达81%；覆盖村委
会82个、学校30个、医疗机构127个。至此，华
容全县农村地区基本实现宽带FTTH有线接
入，行政村光网覆盖率达到100%，有线宽带
接入速率达到12MBPS以上，偏远山村基本告
别信息闭塞的日子。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鼎城区放羊坪村———

以文化人 以文立村

“玩转”互联网
湘绣成“网红”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林云 蒋凌志

25年如一日服侍瘫痪在床的丈夫， 将两
个年幼的孩子抚养成人，她用柔弱的双肩，为
这个不幸的家庭撑起了一片晴空， 用行动诠
释了什么叫做“患难与共见真情”。她的故事，
也感动着身边的许多人。

12月17日， 记者在永州市冷水滩区牛角
坝镇长冲村见到这位叫胡冬兰的村民时，她
正在床边给丈夫喂食热气腾腾的饭菜。

胡冬兰告诉记者， 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庭：丈夫艾铁生吃苦耐劳，是村里出了
名的劳动能手；儿女乖巧懂事，天真可爱，一
家人的生活俭朴而满足。然而，在1992年夏天
的一个上午，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时夫妻俩正
在田间劳作，艾铁生突然倒地无法站起，被紧
急送往医院，但没有查出病因。

在医院治疗一个月后，艾铁生还是无法站
立，便出院回家了。此时，已经花光了家中所有
的积蓄，并欠下亲戚、朋友1万多元的债务。抱着

让丈夫重新站起来的希望，胡冬兰带着艾
铁生先后到多个地方求治，但每次都是满
怀希望而去、大失所望而归。最后，他们被
迫放弃治疗，回到了家中。艾铁生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严重， 直到完全失去行为能
力，瘫痪在床。

“这么多年来，胡冬兰无怨无悔地
服侍我，任劳任怨地种田、培养儿女。她
吃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清楚，真是太
不容易了!”艾铁生说起妻子，不仅有感
激，还有爱惜。

从劳动能手变成一个生活不能自

理的病人，艾铁生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加上
长年卧病在床的痛苦，多次萌生轻生的念头。
“你不要胡思乱想，要好好活下去。”胡冬兰每
次都是这样耐心开导他。 正是因为胡冬兰的
悉心陪伴和精心服侍， 给了艾铁生继续活下
去的希望和勇气。

胡冬兰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察看丈夫
的情况，把丈夫的安危看得比自己还重。遇到
自己有病有痛时， 心里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
先照顾好丈夫。前几年，胡冬兰出车祸把腰弄
伤了， 躺在医院里。 她放不下家里卧床的丈
夫，还没完全康复就出院回家了。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作
为夫妻，既然在一起了，就要同甘共苦，坚持
到底。”胡冬兰对记者说。

25年如一日， 在照顾丈夫生活起居的同
时，胡冬兰独自承担起供养子女读书的责任，
还种了10多亩田。这期间，有人试探性劝她改
嫁，被她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村民们都把胡冬兰当成女性的榜样。她
为了家庭付出了一切， 那份坚守让我们都很
感动。”村民艾如有对胡冬兰赞赏不已。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肖雅庭）由于中石油西气东输二线
供应紧缺等原因， 长沙当前气源出现一定
缺口。记者获悉，为全力保障民生用气，从
今天起， 长沙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
停止采暖供气；12月19日， 将对天然气出
租车采取停供措施。

12月11日， 我省发布天然气迎峰度冬
黄色预警（Ⅲ级）。12月14日，长沙市启动天
然气迎峰度冬Ⅲ级应急响应，并于15日提升
至Ⅱ级。12月17日， 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我市天然气迎峰度冬保供工作的
通知》，要求从12月18日起，长沙各级机关事
业单位办公场所停止采暖供气，学校、科研
单位等重点保供单位应将办公区域的室内

温度设置在20摄氏度以下， 下班前1小时关
闭取暖设备，其他公共场所采暖用气单位尽
量节约用气，以优先保障民生。

据悉，目前，长沙已对53家具备双能源
的工商业用户、33家单能源的非连续性生
产工业企业以及285家单能源的酒店、商
场、写字楼、营业场所采暖，采取停供措施，
以全力保障管网安全运行， 优先居民生活
和科研、学校、医院等重点单位用气。19日
12时起，将对天然气出租车采取停供措施，
优先保证公交车供气。同时，每天采取将星
沙储配站的液化天然气补充到主管网的方
式进行保供， 目前已补充液化天然气894
万立方米， 确保了全市在上游供应不足的
情况下，未发生大面积停气事件。

全力保障民生用气

长沙机关单位停止采暖供气

动手指,老汉卖藕70万公斤

“人造视网膜”将实现“长沙智造”
因视网膜病变致盲者有望重见光明

病床前，痴心侍夫25年老百姓的故事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放羊坪村，舞蹈队在排练舞蹈。（资料图片） 胡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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