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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唐松波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横江桥小学13名建档立卡贫困寄宿
学生漏发的补贴补发到位； 三江村贫困
户吴某某家漏发的产业扶贫资金将由县
里统一补齐； 藕团乡40户易迁户签订了
莲藕种植入股协议， 实现了家门口稳定
增收；马路口村160亩紫秋葡萄种植示范
基地获得省市县农业科技专家的重点支
持； 多批贫困户赴原安江农校培训相关
技术……

2018年伊始， 省科技厅拿出了一份
特殊清单———督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11个乡镇47个村脱贫攻坚83个反馈问题
整改结果。去年，省科技厅派出的脱贫攻
坚常态化联点督查组曾立下军令状：靖
州不脱贫，督查组不撤队，督查工作不脱
钩。

60个贫困村、64个非贫困村，督查组8
名队员需要走进每一个村， 每个村需要走
访5户以上。无论酷暑严寒，无论山高路远，
每月一次、每次一周，白天进村入户督查，
晚上整理督查内容， 有时还要加班本职工
作。中暑晕车、感冒发烧、受寒生病、双脚磨

破、 运动鞋穿烂……每一名成员依然坚持
走在靖州的村间小道，围绕扶贫重点问题、
群众热心问题进行逐一排查。

督查组里一位小伙子， 妻子刚生了
孩子，他仅仅在家陪了两个晚上，就又回
到督查工作的队伍中。 他说：“当自己踏
上高铁离开的那一刹那，心中哽咽，热泪
盈眶，为了脱贫攻坚不能不走啊！只能对
不起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了。”

去年7月26日，督查组第一站来到该
县扶贫办， 将所有台账资料翻了个底朝
天，掌握了疑似问题线索，其中一个村级
项目引起了大家注意。

当天下午， 督查组抽查某村临近尾
声时， 突然提出要察看该村休闲广场，
县、乡、村三级工作人员一脸茫然。最后
通过丈量估算发现， 该项目资料与实际
建设不一致，项目名称、面积和经费均有
较大差异，经复核，存在套用名称重复报
账问题。县里已安排审计、财政、监察等
部门牵头查处。

督查中如何确保群众说实话、 说真
话？督查组采用了“三随机两回避”方式，
即随机抽查、随机入户、随机回访、扶贫

干部回避、乡村工作人员回避。同时，拉
家常、问寒暖、解问题，以心换心，拉近了
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在督查组的推动下，县委、县政府正
视问题，认真整改，还主动出台了一些普
惠举措。如开展“脱贫攻坚三千干部进村
入户大走访”活动，将贫困户学生寄宿补
贴由寄宿学生扩大到所有贫困学生，将
全县所有安全隐患房屋列入改造修缮计
划……

产业扶贫，科技发力。
靖州是中国茯苓之乡、 中国杨梅之

乡，拥有杨梅、茯苓、山核桃三大特色产
业。针对杨梅品质、产量、保鲜等技术瓶
颈和茯苓种植、加工、检测等产业需求，
省科技厅组织湖南农大、 省农科院专家
团开展技术指导与协同攻关，在项目、平
台、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给予了重点支持。

目前， 湖南省飞山现代农业综合产业
园正在调整规划，完善配套设施，积极申报
省级农业科技产业园区。 全县17家企业纳
入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计划，4家骨干企
业与省内外20多所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建
立长期的技术经济合作关系……

依托省、市、县科技特派员和“三区人
才”， 该县所有贫困村都有科技人员在行
动。特色产业中药材的种植基地达到1.5万
亩，预计将实现年产值1.43亿元，农民人均
年增收2580元。

■链接
自2017年7月份以来，省科技厅脱贫

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组（第四十组）对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开展联点督查。 半年
来实地走访了贫困村31个、 非贫困村16
个，分别占总数51.67%、25%，实现了对该
县20个2017年脱贫村的全覆盖；督查组8
名队员累计走访了贫困户240户、非贫困
户23户，反馈并完成整改问题83个，正在
整改问题6个，有力推动了靖州脱贫攻坚
工作。

同时，省科技厅坚持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安排经费200多万元支
持靖州杨梅特色产业培育、 茯苓栽培及
加工技术应用示范推广等， 重点支持了
靖州等14个县的特色产业培育， 每个县
安排经费100万元以上，为产业扶贫提供
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当今演阿庆嫂，可谓“北有王蓉蓉，
南有张璇”。

“阿庆嫂跟刁参谋长，不是打哈哈，
而是针尖对麦芒，决不示弱。”

张璇说， 演阿庆嫂有50多场次了，
越演越上手；阿庆嫂智斗刁德一，敢于
接招，见招拆招，不落下风，却又心思缜
密，长于周旋，不能撕破脸皮。

“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
防———”

句首，风云骤起，转而轻柔婉转，低
眉信手，细细思量，咏叹再三；

思绪一阵紧似一阵，远而近，弱而
强，先抑后扬，至疾言厉色、昂扬激越；

“把他防”3个字，铁骑突出，狂风奔
雷，大有“华山突兀、泰山压顶”气势，阿
庆嫂的机警、智慧、决胜意志，迸然而
出。

这一句唱腔，见功夫。张璇用“云遮

月”唱法，跌宕缭绕，声调悠扬，梅派雍
容华贵、典雅大方为底色，又可见荀派
的爽朗俏丽、 程派的含蓄端庄；“把他
防”3个字，谁又敢说，不是尚派的清亮
激越、力透纸背？

这当然，归功于50多年前编、导、演
艺术大匠的京剧革命，也有赖当今艺术
家心领神会，演绎到极致。张璇说，赵燕
侠、洪雪飞塑造的阿庆嫂，她研习探究，
烂熟于胸。

大年初三、 初四（2月18日、2月19
日）晚上，华美的湘京苑剧场，现代京剧
《沙家浜》选段《智斗》，亮相“雅韵三湘·
多彩节日”春节季演出。省京剧保护传
承中心国家一级演员张璇， 饰演阿庆
嫂，观众喝彩响彻剧场。

“摘哪一句是经典？摘不出来。《智
斗》是经典之经典，句句是金句。”

张璇说，“我有心， 背靠大树好乘
凉”，这一句演唱，“我有心”3个字，重于
后面7个字，敌我争锋，我为主；演员右

手翻举到头顶右前方，表意“胡司令是
我的大树、靠山，我好乘凉”，但手不能
举到头顶正上方， 否则胡司令反客为
主，盖住了阿庆嫂的风头，有损英雄形
象。

这一招式，来源于改造京剧“丹凤
朝阳”动作。

“丹凤朝阳”规范，是手举到头顶正
上方，表示“树好大，好乘凉”。胡司令算
什么大树呢，阿庆嫂才是顶天立地的大
树。细微的处理，可以窥见张璇对《智
斗》研究揣摩之深、临场经验之丰、表演
塑造之精。

刁德一阴阳怪气、 自言自语地唱
“这个女人不寻常”，阿庆嫂（张璇）在一
边机敏观察，眼神严厉，表情峻峭，动作
斩钉截铁，既无唱腔也无念白，但无声
胜于有声，无戏胜于有戏，几个做功似
霹雳迅捷闪亮，转瞬面对刁德一，变脸
笑意盈盈。

张璇表演，平静、从容、大气，处处
传神。阿庆嫂对刁德一，没什么好颜色，
变脸快速：红脸，白脸，冷脸，热脸，正
脸，侧脸，傲脸，抹脸，峻脸，板脸，垮脸，
冰脸，讪脸，赏脸……眼、肩、手、身、步
等，分秒变化，处处斗智，格局高大，形
象丰满，性格立体。

“《智斗》里，提壶、送水、递烟、点火、
搽桌等， 看似漫不经心的生活细节，都
是精心设计，掐准节点，与剧情融为一
体，高度艺术化。”张璇说，表演时，须丝
丝入扣，有板有眼。

评价张璇的表演，可以借用剧中人
刁德一之言：“她态度不卑又不亢”“沉
着机灵有胆量”“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说出话来滴水不
漏，佩服，佩服”……

王蓉蓉2005年开始演阿庆嫂，到今
演了整整13年，享有盛誉。张璇原籍河
北，生长于武陵，河北多出京剧大师，如
四大名旦之荀慧生、尚小云，大名家盖
叫天、赵燕侠、裴艳玲、李万春、李少春、
李胜素等。张璇嗓音、神韵，天然兼有燕
赵风骨、湘女才情，吻合“江南味道”阿
庆嫂的气质、修养，其表演得到票友和
同行击节赞叹。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石慧琳

2月1日早晨，吉首大学风雨湖畔，身着
雅白色太极服的李培雄，两手慢慢抬起又下
降，左推、右推，就像在划着一个无形的圆，
和着风雨湖畔的风声， 仿佛将风的轻柔与
太极拳的气运融为一体。这位“武痴”，正在
跟年轻的学徒分享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练习
太极拳的真切感悟。“随曲就伸，你进我退，
你来我往，随圆就方。太极的和谐之气，存
于天地之间。”

李培雄倡导“生活太极化”，在生活中
练太极：“拖地板、擦桌子，用腰腿、身体带
动手臂，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
于手指……处理这些生活琐事，也是在练
习武功。同样，在练太极的同时学会体悟
生活， 相信不少人能更好地强身健体，也
有助于太极拳推广传承。”

李培雄在高校一直从事太极拳教学工
作，他是陈式太极拳第十一代掌门人陈小旺
大师入室弟子， 陈式第二十世太极拳传人；
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首届湖南省太极拳锦
标赛陈式太极拳传统项目比赛冠军，他传授
的学员有50多人次在省级以上比赛中获奖。

他每天晨练太极拳基本功。他说：作为
一名太极拳老师，自身得先练好太极，才能
更好地传播太极文化，让老师、同学以太极
愉悦身心，健康生活。

“原来我身体也不好，总想找个适合自
己的锻炼方式。看到李培雄练太极，受到影
响就去练了。练了许久，效果就出来了。”吉
首大学太极拳协会副会长麻成金说，太极拳
就如一壶好中药慢却地调节人体的功能。

李培雄认为，太极拳来源于中国的古典
哲学、中国中医理论、中国武术理论三大理
论体系。追根溯源，且让太极拳在大学生中
进行继承和发扬尤为重要。“我们通过太极
拳带动学校健康校园文化建设，协会会员由
老年人、教职工再到青少年，有7000多人，
我们还商讨要把小孩子纳入进来。” 李培雄
说。

“现在提倡‘健康中国’， 每个人应该在
平时通过健身运动储存健康！”李培雄建议，
用太极拳中蕴藏的哲理指导工作和生活，在
生活中把困难和忧虑引向另一边。

� � � � 50多场演出，入室登堂；沉着机灵，不卑不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丝丝入扣，滴水不漏。张璇扮演“江南阿庆嫂”———

“这个女人不寻常”

� � � �《智斗》剧照。 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摄

科技扶贫故事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山高路远查实情

生活太极化
进退任我行
———记陈式第二十世

太极拳传人李培雄

湘版好书榜

《艾约堡秘史》

张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小说通过讲述一个私营企业巨头吞并风
光旖旎的海滨沙岸的典型现代事件，聚焦当今中国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互纠结的尖锐现
实，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膨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
问题。 本书不仅是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道文学盛宴，也
是中国新时期一部经济与文化演变成长的信史。

推荐语：一位巨富以良心对财富的清算、一个农民
以坚守对失败的决战、 一位学者以渔歌对流行的抵抗、
一个白领以爱情对欲念的反叛……茅盾文学奖得主张
炜直面财富激增的时代，再度反思社会演进得失。

《中国蓝盔》

黎云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作者跟随中国维和部队，以记者的视角
记录“蓝盔”部队———中国维和部队鲜为人知的特殊故
事，用镜头在世界维和舞台上定格中国军人珍贵的历史
画面，全景展现了中国军人在刚果（金）等联合国维和区
的维和行动，展现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
篇章。

推荐语：记者上前线实录，用真实的笔触记录中国
蓝盔的光辉事迹，带你亲历中国维和行动。

《谢谢你迟到》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 符荆婕 朱映臻 崔艺 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作者从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乐观主义者角
度，以智慧的笔触写下世界正在发生的故事，有理有据
地告诉我们：在加速的世界里，“成功法则”被全面替代，
过去的经验不再适用， 个人或群体都需要暂停和反思，
才能重掌生存的主动权。

推荐语：这是《世界是平的》的畅销书作者托马斯·
弗里德曼的新著，本书倡导以慢制快，破题世界格局。

《小人书 大人物》

林阳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林阳先生所著的有关中国连
环画坛徐燕孙、卜孝怀等十多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艺术
大家的文章。通过对这些连环画大家的人生历程、艺术
生涯进行白描式的讲述，温情回顾与这些父辈级艺术家
亲密交往的点滴时光， 辅以每位艺术家的经典连环画
作、珍贵历史照片，重温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连环
画经典。

推荐语：一览连画数十载，今读此书仍少年。走近连
环画大家，重温小人书经典。

《你听，寂寞在电影里唱歌》

马欣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以“寂寞”为题，透过37部影史上的
经典影片剖析现代人的“寂寞”文明病，荧幕上的痴情男
女、绝世天才、超级英雄与失败者的寂寞，都在作者的笔
下鲜活起来，勾勒出一幅当代的寂寞浮世绘。

推荐语：作者写的不仅仅是电影，更是电影里新的、
旧的，你的、我的、大家的寂寞滋味，并从这些寂寞的人
生里找到共鸣和力量。

《噢，孩子》

商南花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家庭教育随笔集，不仅把视
野聚焦于孩子，更关注孩子身后的家长群体、教师群体。
爱，不仅要有智慧的方法，更需要教育者以“假如我是孩
子”的视角，引导家长、教师从人性立场重新认识孩子。

推荐语：将对孩子、对教育、对爱的理解深入浅出地
融入生活的点滴，戳中当下“二胎时代”“00”后家庭教育
的痛点，富有时代的启迪。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201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