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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三味辣椒”找回三味

科技扶贫是造血式的扶贫，也是创新引领战略的具体实践，在脱贫攻坚战役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我省在坚持科技扶贫的过程中不断形成新思路，推出新举措，取得新成效。科技部门、科技人员、
科技元素如何服务扶贫攻坚？湖南日报与省科技厅今起联合开办专栏进行报道与解读，敬请关注。

■编者按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左丹）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
省统一考试即将开始，今天，湖南省教育考
试院发出温馨提示， 提醒考生千万不要携
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室。 尤其要注意
的是，携带手机进入考室的，不论是否使用
或是否关机，都会被认定为作弊行为。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示， 一是考生须
凭《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专业考试证》和《考
试通知单》 在安排的时间按时参加考试，
《考试通知单》请在规定的时间登录报名网
站（www.hneao.cn/ks）打印。考生务必要记
清各科考试时间，防止错过考试时间。一旦
错过，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该院提醒在
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岳麓
区麓山南路）考点参加考试的考生，由于地
铁施工和道路整修， 导致麓山南路交通较

为拥堵，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提早安排出
行时间， 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前
往。 二是千万不要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
入考室。携带手机进入考室的，不论是否使
用或是否关机，都会被认定为作弊行为。该
院提示： 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室属
于考试违纪行为，会取消该科目考试成绩；
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
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 具有发送
或接收功能的设备（如移动电话及其他无
线接收、传送设备等）进入考室属于考试作
弊行为，高考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
成绩无效。 三是要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考
场规则，自觉服从考点工作人员管理，遵纪
守法，诚信考试。同时，要注意防寒保暖，注
意交通安全， 以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精神
状态参加考试。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艺考带手机 定性为“作弊”

赵志高 雷鸿涛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是李奕
霖对学生常说的一句话。

1月2日，记者见到李奕霖时，她刚从溆
浦县、隆回县的瑶寨调研花瑶文化，为创编
民族特色排舞、广场舞寻找素材归来。

李奕霖是一位苗族姑娘， 骨子里热爱
民族文化。1978年出生的她系怀化学院艺
术团团长，全国排舞、广场舞技术委员会委
员， 省排舞广场舞协会原创部主任。 近年
来，她热衷于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排舞、广
场舞，通过舞蹈传扬民族文化。

2017年11月，“舞动中国———广场舞
联赛”“舞动中国———排舞联赛” 在杭州举
办。李奕霖创编的广场舞《龙舟飞歌》、排舞
《花瑶妹妹和你嗨》参赛，分获青年组集体
自选广场舞第1名、民族排舞原创第1名。

怀化学院体育学院唐萍教授说：“李奕
霖创编的排舞、广场舞非常接地气，是传扬
民族文化的一种好方式。”

广场舞《龙舟飞歌》 是根据当地歌曲
《龙舟飞歌》 创编的。“攥紧那个手中桨哎，
龙旗那个指方向哎；桡起风云变哎，槌落天
地惊哎……”一字一词，一曲一调，演绎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沅陵县传统龙舟
赛”蕴含的精、气、神。

排舞《花瑶妹妹和你嗨》来源于花瑶

文化，其独特的服饰、优美的舞姿、天籁的
旋律让人惊叹。在比赛现场，花瑶姑娘们
刚表演完，全场沸腾，掌声一片。该作品将
赴美国参加2018年UCWDC世界排舞锦
标赛。

“我坚持原创并融入民族文化元素，这
样舞蹈更有生命力。”2015年，李奕霖创编
了排舞《黄桑姑娘》，这让她对民族文化充
满信心。《黄桑姑娘》融入了哭嫁、迎亲、跳
乐、敬酒歌、剪纸等苗族民俗文化元素，通
过愉悦喜庆的歌曲、优美的舞蹈、色彩绚丽
的服饰、道具等，从听觉和视觉上将苗族特
有的传统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该作品连
续3年在全国排舞民族原创项目中夺得冠
军、最佳创编奖，并被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
推广。2016年，《黄桑姑娘》荣获UCWDC世
界排舞锦标赛团队组合项目冠军。

大湘西地区是多民族居住地， 是一座
民族文化的富矿。近年来，李奕霖常沉入大
湘西的村村寨寨， 体验绚丽多彩的民族生
活，挖掘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她创编了土
家族特色的《摆手欢歌》、侗族特色的《太阳
鼓》、苗族特色的《山歌连着妹和哥》等排
舞、 广场舞， 被国家体育总局列入全国排
舞、广场舞推广曲目。

“挖掘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创编老百
姓喜欢跳的民族排舞、广场舞，是我为之奋
斗的人生目标。”李奕霖对记者说。

舞出最炫“民族风”
———记怀化学院艺术团团长李奕霖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陈薇）新年第
一天，“只留清气满乾坤———王憨山花鸟画
展”在长沙杨福音艺术馆展出。此次展览共展
出湖南已故著名写意花鸟画家王憨山的花鸟
画精品40余幅，其构图简洁奇巧，色彩对比强
烈，画中描绘的花鸟虫鱼造型粗犷朴实，活灵
活现，呈现一派盎然的田园情趣，充分展现了
王憨山独树一帜的文人写意花鸟画风格。

王憨山（1924年—2000年）,湖南省双峰县

人，生前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美协
理事、湖南书画研究院特聘画师。早年师从高希
舜、潘天寿，学养深厚，长期隐居僻壤，自号“田
园宰相”， 其写意花鸟画着重描绘乡村生活景
致，洋溢着泥土芳香，具有浓厚的田园气息和乡
间的灵动生机， 粗犷的笔墨体现了作者憨厚朴
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取向， 丰富了20世纪中国
写意花鸟画艺术创作的“百花园”。

展览现场， 王憨山夫人及其子女都前来

观展。杨福音艺术馆馆长张忠介绍说，王憨山
在1986年所作的《梅花图》中曾引用元朝王冕
的《咏梅》诗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
满乾坤”， 这正是王憨山一生的精神写照。王
憨山默默地在乡间作画几十年，不求显达，甘
于寂寞，从生活中提炼人生哲理，乐观天趣地
追求自己的“中国梦”。

据了解， 为让长沙的市民近距离感受王憨
山的艺术魅力， 本次展览除了展出40余幅王憨
山的花鸟画精品外， 同时展出了许多王憨山生
平的文献资料。展览为期一个月，将持续至1月
31日结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憨山花鸟画 独领精气神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彭新华）“岳阳发现了清代文学家吴
敏树墓地， 并找到吴獬手书残碑一块。”近
日， 记者来到岳阳市岳阳楼区郭镇乡双塘
组，见到了吴敏树墓地的守护人吴和平。他
说， 其曾祖父从1873年开始到这里守墓，
他的家族整整6代人，守护墓地145年。

吴敏树（1805—1873），是清代著名文
学家、史学家，巴陵（岳阳）县人，自幼熟读
经史文集，潜心研究学问，成为名闻海内外
的古文大家，著述数百万字。吴敏树与左宗
棠是同榜举人，与曾国藩唱酬甚殷。曾国藩
在两江总督任上力邀吴敏树出仕， 被吴婉
拒。1873年，吴敏树抱病赴长沙修编《湖南
通志》，病逝于寓所，归葬于岳阳家族墓地。
晚清著名外交家、 湘阴人郭嵩焘评价：“湖
南两百年文章之盛，首推曾吴。”“曾”是指
曾国藩，“吴”即吴敏树。

吴和平带记者来到村里一个废弃的红砖
厂，指着一隅说：“这里就是吴敏树的墓地。”他
介绍，吴敏树墓用长麻石、大青砖围砌，上面
是坚实的三合土。小时候，父亲在田里劳作，
他就在墓地边玩耍，一点都不害怕。可惜到了
1958年，墓地被毁坏，仅存残碑一块。残碑上，
“临湘吴獬书丹”等字样清晰可辨。

从1958年起， 吴和平一家中断了与老
家、岳阳县荣家湾镇吴伏一大屋的联系。他
解释说：“墓被毁坏，无脸见族人。但是，这
么多年来，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带儿子、孙
子来墓地祭拜。曾祖父的承诺，我们一定要
坚守下去。”

从吴敏树的老家岳阳县荣家湾镇吴伏
一大屋赶来的村民吴大平很激动：“吴敏树
是我们的骄傲。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
他的墓地， 他的文学财富与优良品质值得
传承。”

才与左宗棠同榜 文与曾国藩齐名

岳阳发现清代大家吴敏树墓地

1月2日，江永县粗石
江镇中心幼儿园， 新年里
搬进新园的孩子们开心笑
了。 去年， 江永县投入
6000多万元， 新建8所乡
镇中心幼儿园， 让农村孩
子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田如瑞 摄

村里娃娃
开心入园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向松阳） 今天，“岳麓书院通识教育中
心”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正式揭牌，并举行
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研讨会”。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说， 传统文化的
通识教育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大学教育
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岳麓书院作为
中华传统文化千年文脉的见证者和传承
者，在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秉承传统
书院教育注重品格养成、师生关系密切、重
视因材施教的理念， 借鉴国内外一流高校
成熟的经验， 实施了具有岳麓书院特色的
本科生导师制。此次成立通识教育中心，将

积极探索本科生导师制和传统文化通识
教育的结合， 尽力为传统文化与大学通识
教育的探索、 发展搭建起一个高层次的平
台，并与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
育中心展开更加密切的访学、 游学及系列
课程等形式的合作， 努力提升通识教育课
程的质量和对学生的影响力。

来自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
者，分别就“经典教育、专业教育与通识教
育”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通识教育结合
的意义和途径” 两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
讨。

“岳麓书院通识教育中心”揭牌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袁光宇 袁学龙

“这两天，我们10个人共演出6场，每场
收费2600元左右，平均每人赚了1560元。”近
日， 参加演出的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铁杉
林村坝那部落苗胞李茂林说。

坝那部落是苗族现存最古老的部落之
一，有1000多人，主要生活在寨市苗族侗族
乡铁杉林、六鹅洞两个村里。坝那人一直保持
着相对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穿直筒裤、对襟
衣，男子戴黑头帕、女子挽小髻子，擅长狩猎、
吹芦笙、唱山歌，说话也是独特的“寨上话”
（当地人称为“坝那语”）。

一个几乎从狩猎时代直接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少数民族古老部落， 如何
搭上全面小康建设这辆快车？近年来，各级党
委、 政府对坝那人十分关心， 倾注了拳拳爱
心。2016年， 坝那人聚居的六鹅洞村和铁杉
林村，被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由绥
宁县黄桑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进行挂点扶
贫。扶贫队入驻后，看上了当地丰厚的民俗文
化遗存， 帮助坝那人成立了多个民俗文化表
演队， 邀请县内民俗专家对其进行培训和排
练。同时，投资6万元，添置了民族服装、芦笙
以及其他演出道具， 挖掘出一批民俗节目。
2017年12月初， 扶贫队又把一套价值9万元
的现代音响设备捐赠给坝那人。

为改变村容村貌，扶贫队筹资37万元，修
建了新寨门、停车场、垃圾焚烧炉等适应旅游
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并进行了组道硬化。绥
宁县委、 县政府还将在深圳拥有房产的铁杉
林村人、 坝那部落优秀表演人才邓集山引回
村，充实坝那部落民俗表演队伍。从2016年至
今，坝那人表演的《坝那哦嗬》《祭狗》等民俗
节目渐渐走出大山，走向邵阳、长沙、杭州以
及美国等地。

发展民俗文化，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目前，
六鹅洞村、铁杉林村已分别开设具有苗族特色
的农家乐7家、16家。每到节假日、双休日，都会
引来大批游客。坝那人还成立了天麻、青钱柳、
油茶等特色种养专业合作社20多个。2016年，
坝那部落人均增收3000多元， 有49户186人脱
了贫。2017年，有32户137人脱贫。2018年，坝那
人可全部摘掉贫困帽。

苗族小部落 现存最古老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李传新）记者

今天从省食药监局获悉，国家食药监总局日
前发布了《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从事网络销售的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具备线下实体
店，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审
核确认在其平台入驻的企业具备线下实体
店。该《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随着医疗器械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的不
断加快，医疗器械网络销售日趋活跃。与此
同时，利用网络销售假冒伪劣医械、虚假夸
大宣传、 欺骗消费者的问题也不断出现。据
省食药监局负责人介绍，《办法》实施以后将

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办法》 规定，通
过自建网站开展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
应当依法取得《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
书》， 并具备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办公场所以
及数据备份、 故障恢复等技术条件。《办法》
要求网络销售企业和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分别向市局和省局备案，并进一
步细化了网络销售企业和网络交易服务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办法》坚持线上线
下一致的原则，明确从事网络销售的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企业和上市许可持有人，销售条
件应当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该
《办法》要求。

网售医疗器械应配备“实体店”

科技扶贫故事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天教 周天哲 周欢

隆冬时节，永州市新田县陶岭镇，一场谈
判正在进行：合作开发正宗的“三味辣椒”。

一方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家郑金玉， 手里
掌握了正宗的“三味辣椒”种子，也掌握了最
好的剁辣椒加工技术。这些珍贵的种子，可是
省农科院新田扶贫服务团的专家们同他一道
走村串户、精挑细选，历经2年多技术攻关提
纯后好不容易才得来的。 采用低盐发酵技术
创制的剁辣椒， 更是凝聚了专家们反复试验
的结果。

另一方， 则是不久前才从广东来到当地
的农业投资商， 已规划500亩山地准备大干
一场辣椒事业。

酥香、润甜、中辣，构成了新田人引以为
豪的“三味辣椒”特有品质。上世纪，“三味辣
椒”长期占据湖南辣椒酱品牌的前三强，出口
到东南亚等地， 很受欢迎。2014年，“陶岭三
味辣椒”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也就在那时，从广东返乡的郑金玉，琢磨
着要把“三味辣椒”做起来。可是，他和乡亲们
无奈地发现，市场上的“三味辣椒”长得不是儿
时看到的样子，吃起来也不再是儿时的味道。

“‘陶岭三味辣椒’的核心种植区就是16
个村，我们去了5趟，整个跑了一遍，发现零零
散散不到100亩种植面积， 上世纪鼎盛时有
5000来亩。” 新田扶贫服务团专家郑井元博
士回忆，当时的“寻种行动”证实了郑金玉和
乡亲们的困惑。

在商业化的杂交辣椒种子冲击下， 加上
繁种技术及生产管理等落后导致品种退化，
一些曾经优秀的地方辣椒品种生产萎缩严
重。“三味辣椒”不仅面临销声匿迹，而且亩产
降到不足500公斤。

要振兴“三味辣椒”，首先就要进行提纯复
壮，也就是从现存的种植面积中挑选出表现优

秀的株系，收集种子后再
繁育后代，从中挑选最经
得起考验的株系。

“三味辣椒”盛产期
正是酷暑。前年暑期，郑
井元博士等专家从长沙
来到新田， 与郑金玉一道，多
方打听加上“望闻问切”，在传
统产区的2000多株辣椒中，
筛选出了12株感觉最靠谱的。

希望寄托在这12株辣椒
中。 郑金玉的农场里，20来亩
地被专门辟出来，种上了精心
挑选的几万粒辣椒种子。渐渐
地，长成了几万株辣椒。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大量单株系统调查，
终于找到了最能代表“三味辣椒”品相和风味
的2个株系。希望浓缩到了这2个株系中。

在服务团专家们的主持下， 一场擂台赛
开始了。

桌子上摆着两堆辣椒。一堆是从这2个株
系中采下的，另一堆是当地一个大户“三味辣
椒”地里采下的。

评委有11人，包括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农
技人员、 农户等。

一番品评后， 大伙一致认为第一堆是最
好的。攻关成功了！

有了好品种，栽培和加工技术也得跟上。
专家们将“三味辣椒”主产区的土壤样本带回
省农科院土肥所进行检测， 同时将省蔬菜研
究所的“辣椒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引到了农
场， 为将来实施精准施肥和配方施肥打好了
基础。 鲜椒经传统工艺结合低盐保脆技术加
工成剁辣椒后，高盐含量、质地软化问题也得
到了解决，酱味更纯，香味更浓了。

“我们在当地小面积试种的结果令人满
意，盛产期亩产可达到1800公斤。当地杂交
辣椒每公斤卖价2元的时候，‘三味辣椒’能多

卖1倍的钱。”郑井元博士告诉记者，未来随着品
种和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以及当地政府精准特色
产业扶贫计划的鼎力支持，“三味辣椒” 定会走
上更多人的餐桌。

■链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 省科技厅与省委组织部、
省农委等部门共同推动科技扶贫专家团队建设，
力争2020年前为每个贫困县选派一个科技扶贫
专家服务团，为每个贫困村提供一名科技专家开
展技术指导和科技培训，累计组建各类专家服务
团50多个，涉及省、市及县、乡各级专家。

如省农科院31个服务团所服务的县 （市、
区）中 ，共有两个 “百千万 ”工程明确的重点示
范片212个、 产业园263个 、 省级扶贫点223
个 、新型生产经营主体18726个 ，专家定点服
务率达到97.5%。2017年，31个服务团共培训
101530人（次）；共培育特色主导产业175个 ，
推广新技术436项，转化科技成果209项，解决
生产技术难题1802个。 对口服务园区和新型
生产经营主体产业有了明显发展，与当地平均
水平比较 ，平均产值高9.4个百分点 ，效益高
8.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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