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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5月9日至10日，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
助项目、由上海音乐学院原创的歌剧《贺绿汀》在
上海大剧院首演。贺绿汀是从湖南邵阳普通农民
家庭走出的人民音乐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
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歌剧以20世纪上半叶中华
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真实
再现了青年贺绿汀承前启后、融汇中西、树立文化
自信、追求创作卓越的音乐家形象。

取材真实，贺绿汀亲朋好友任顾问
“贺绿汀是成果辉煌的音乐家，又是我们的

老院长。新的时代，在坚定文化自信方面，上海
音乐学院能做些什么？上海市委、市政府鼓励以
身边的大师为榜样，指引人们认识时代、树立理
想，歌剧《贺绿汀》就这样诞生了。”歌剧《贺绿
汀》总策划、作词、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林在勇告诉记者。

“贺绿汀一生跨度近一个世纪，历史跌宕起
伏。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30多年，很多人都
对他非常熟悉。要呈现出大家心目中的贺绿汀，
太难了。”该剧的出品人、导演、编剧、作曲、主
演，都坦言压力很大。

他们请来贺绿汀的女儿贺逸秋、 贺绿汀的
继任院长江明惇等其亲属、 生前同事和好友担
任顾问， 经过反复研讨， 认为20世纪20年代到
40年代， 贺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成

就最能展现其精神风貌， 因此决定采用其代表
性史实作为主要情节。最终确定的6幕，分别展
现了这个硬骨头的湖南郎投身革命、 赴上海国
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深造、刻苦钻研西洋
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
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
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游击队
之歌》、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人生历程。

基于中西合璧，探索音乐创新
怎样处理贺绿汀的作品和与剧作音乐之间

的关系，是创作者们面临的第二大难题。
“贺绿汀主张在发展中国已有的音乐之外，

与全世界音乐界发生联系， 他的名曲《牧童短
笛》 打破了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界限。 在构思
时，我们就确立了基于中西合璧，探索音乐创新
的思路。”林在勇说。

“整部作品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下，总体
音乐风格基调是将贺绿汀对革命理想和艺术理
想的追求相结合， 将其经典作品与该剧新创作
的部分无缝衔接，和声构造、旋律处理兼用中西
方之法，构成独特的中国风。”著名作曲家、该剧
音乐总监、 作曲张千一介绍，“邵阳街头”“十里
洋场”“陕北窑洞”等场景，增加了音乐风格的地
域化特征；贺绿汀、姜瑞芝、秋乔、大将军等不同
性格的人物，为音乐形象具象化（包括声种、唱
法）设计奠定了坚实的戏剧基础；而《牧童短笛
随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上音，我的爱》等剧

中唱段， 把家国情怀和艺术情怀一同放在中国
现代历史的进程之中，彰显出歌剧“歌”的魅力
和“剧”的价值。

以青年贺绿汀精神，鼓舞当代青年
贺绿汀出生和成长的年代， 与现在相隔了

一个世纪之久，他又是世界级的大师，其经历能
在当下的普通青年中引起共鸣吗？

“我们和剧中的贺绿汀是同龄人，每个时代
的年轻人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 精神和情感是
不分时代的。”说起贺绿汀和那个时代的为家国
奋斗的青年，该剧编剧、出生于1988年的陆驾云
忍不住落泪。

陆驾云说，在创作《牧童短笛》参加俄国钢
琴家齐尔品举办的中国风格作品比赛时， 贺绿
汀犹豫不决，在妻子姜瑞芝的鼓励下才参赛。他
曾受到许多质疑，“剧中每一幕都有体现”，但是
他始终乐观、光明、充满热情，放弃名利和安逸
的生活，投身到理想中。

贺绿汀妻子姜瑞芝的扮演者、 学院教师方
琼是湖南人。 她在大学时代录制过贺绿汀的专
辑， 接受过他的指导， 见过姜瑞芝。“贺老告诉
我，要照着谱子演唱出质朴的感觉，而不是进行
过多的装饰。”姜瑞芝的贤德、豁达、自尊自强也
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感叹说：“这（参演该
剧）是一个再教育的过程。”

今年，该剧还将在盐城、长沙、武汉、北京等
地演出。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周彬彬 席灵芝

智能卫浴电控系统、变频空调转换
器、变频微波炉转换器、新能源汽车电
源、工控电源、智能焊机……走进株洲
麦格米特公司， 种类繁多的产品生产
线，让记者目不暇接。

很显然，麦格米特并不是一家靠单
一产品盈利的公司。

麦格米特如何做到让产品“遍地开
花”？如此多元化的产品布局，如何保持
产品在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

5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株洲麦格米
特公司一探究竟。

立足核心技术， 多样化
产品快速发展

麦格米特株洲基地的生产车间内，
多条生产线同时运行着，机器运转的哒
哒声中，工人有条不紊地完成一个个电
控零件的组装。

这个位于株洲市高新区粟雨工业
园的基地， 共有全自动贴片生产线11
条、全自动插件生产线7条、组装生产线
25条，涵盖智能家电电控产品、工业电
源和工业自动化产品三大系列。

据介绍，株洲麦格米特电气有限责
任公司是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株洲基地是公司目
前最大的生产基地， 除了智能马桶整
机， 其他公司所有的产品线在这里都
有。

“麦格米特是做液晶电视电源起家
的，把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用在了智能
家电产业上，可谓‘杀鸡用牛刀’。”介绍
公司发展历程时，株洲麦格米特公司总
经理李升付开玩笑地说。当时恰逢液晶
电视大规模替代传统电视机，“用牛刀
杀鸡”的麦格米特很快就把液晶电视电
源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做到行业领先。

据介绍，2007年公司从单一的电
视电源向多产品尝试发展，2011年之
后进入多样化布局阶段，2014年之后
公司多样化产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也
就是在这一年，株洲基地建成投产。

李升付介绍，从2014年到2017年，

株洲基地产值逐年攀升。2017年达到
9.14亿元，2018年预计达到12亿元以
上。

另一方面，麦格米特的多元化之路
并非盲目为之。李升付告诉记者，迄今
为止，麦格米特所有的产品都是依托电
力电子及相关控制核心技术，这是麦格
米特的立身之本。

立足于核心技术，麦格米特有自己
敏锐的风口预判能力。从液晶电视电源
到智能马桶、新能源汽车，麦格米特都
是在风口到来之前就已经深入其中，抢
占了发展先机。

株洲基地将建4大产品
研发平台

近几年来，麦格米特公司投入大量
研发资源，多类产品和技术代表国内最
高水平，部分产品和技术还处于全球领
先地位。

比如智能焊机，麦格米特在国内率
先突破关键技术研究，连续三年成为中
国机器人行业焊接机器人配套国产焊
机电源第一品牌，获得中国中车、中国
铁建等众多业界知名客户认可。

“遍地开花”的产品背后，是强大的
研发团队支撑。

历年来，麦格米特研发投入都占到
公司销售收入的10%以上， 拥有800多
人的研发团队。株洲基地研发中心是公
司5大研发中心之一。

今年4月27日， 株洲麦格米特与中
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国家电
能变换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罗安合作，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将推
进电力电子技术在轨道交通上的应用
和产品开发， 以及新能源汽车动力驱
动、高性能工业特种电源等产品的技术
研究。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设立，无疑将成
为麦格米特株洲基地的强大助力。按照
计划，到2020年，麦格米特株洲基地将
建成新能源汽车驱动器等4大产品研发
平台，研发团队达到千人规模。

在公司年会上，李升付表示，麦格
米特要做株洲的“百年老店”，现在才刚
刚开始。

文化视点

邓晶琎

5月12日，为期3天的首届中国自主
品牌博览会在上海落幕。 在这场逾6万
人次观展的“中国品牌日”活动中，一些
老字号品牌的全新亮相，引发了新一波
“回忆杀”。

如，“大白兔”奶糖，通过与迪士尼
合作，摇身成为时尚大气的“伴手礼”；
英雄钢笔 ，针对 “二次元 ”群体流行的
“手账文化”，新开发出了“手账用笔”；
回力鞋， 通过吴亦凡等流量明星 “带
货”，颠覆了过去的品牌形象，成为“潮
人”争相购买的“尖货”。

以上文字中， 不少词语来自95后、
00后使用的网络语言。 这正反映出，上
述老字号品牌，已不再简单地“老酒换
新瓶”， 而是在瞄准年轻网络一代的全
新消费市场，塑造“新IP”。

所谓 IP，本义是知识产权 ，近年来
成为“网红”词语，衍生出“大热的品牌
资源”之意。每个老字号，本身就是一个
极具品牌、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大IP”。

然而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我国现有
“中华老字号”企业中，仅有10%通过转

型创新蓬勃发展。
此次参展的一家湖南老字号企业

负责人就向笔者透露， 大多老字号湘
企，属于食品、餐饮品牌，其经营策略以
“稳”字当头，看重传统消费群体，因此
很少跨界经营， 营销宣传方式趋于传
统。

笔者在现场发现，相比上海、广东
等企业，大部分湘企的展台风格单一传
统，营销的产品也很难吸引年轻人。

面对新时代的消费升级，今天的老
字号不能再“倚老卖老”，只是“重复昨
天的故事”。要从“大IP”做成“强IP”，就
应塑造“新IP”。

近年来，我省持续开展的“湘品出
湘”“湘品入沪”等行动，擦亮了一众湖
南老字号品牌。可政府搭好台，仍需企
业自身唱好戏， 通过加大自主创新，主
动拥抱新业态。

食品等老字号湘企，可对标上海的
品牌，在尊重食材品质、传统文化的基
础上，紧紧抓住年轻消费群体的潮流趋
势，推出个性化、定制化产品。

我们期待， 在新的消费市场中，也
有湖南的老字号“爆款”。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黄周生

“今天是母亲节，我获得的最好礼物是，失散
44年的女儿回家啦！”5月13日， 家住衡阳市石鼓
区的贺小阳女士说， 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
里， 在衡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不懈努力下，
她失散了44年的女儿园园（现名彭亚丽）回家了。

44年前母女分离
今年68岁的贺小阳回想起孩子丢失的那天，

依然痛彻心扉。1974年2月25日， 贺小阳带着仅2
个月大的园园与丈夫彭书式来到衡阳火车站广
场，准备坐火车去江西走亲戚。彭书式去售票处
买票，贺小阳上厕所时将女儿交给一个中年妇女
照看，约10分钟后回到原地，女儿却不见了。她与
丈夫在车站反复寻找，但没有找到。

“女儿丢失后，我整天以泪洗面。”贺小阳说，
她日夜思念，不停寻找，但没有任何音讯。

DNA比对骨肉相认
去年3月， 贺小阳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里

说，利用DNA可以协助寻找失散的亲人。于是，她
与丈夫赶到衡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高胜为
他们采集了血样， 输入数据库进行DNA比对。无
巧不成书。去年底，通过盲比，彭书式夫妇的DNA
与原居住在衡阳市石鼓区、现居住在广东珠海的
彭亚丽女士比对成功。

今年4月11日，高胜与彭亚丽女士取得联系。
彭女士竟不知道自己还有亲生父母。原来，彭亚
丽与母亲失散后，被车站派出所送到衡阳市救助
站，1974年2月被衡阳市石鼓区演武坪居民黄永
娥收养。养父彭健恒、养母黄永娥对彭亚丽视如
己出，悉心照顾，从未讲过她的身世。2013年养父
去世，今年2月养母也离世了，彭亚丽对自己的身
世仍一无所知。

彭亚丽接到高胜电话后感到诧异，于是打电
话向自己的兄弟姊妹了解情况。 姐姐告诉她，她
确实还有亲生父母，但不知在哪里。

为慎重起见，今年4月20日，彭亚丽到珠
海警方采集了血样，DNA数据匹配成功，彭亚
丽就是贺小阳、 彭书式夫妇失散了44年的女
儿。

5个孩子一个妈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妈妈，谢谢您的养育之恩，祝您母亲
节快乐……”5月13日一大早，48岁的盘晓
红先后接到5个孩子的电话问候。 电话放
下了很久，盘晓红还在心底反复回味着孩
子们说的每一句话， 脸上绽开幸福的笑
容。

“孩子们长大了，看着他们在外面努
力打拼，我感到非常开心和满足。”盘晓红
是蓝山县楠市中心小学老师， 这5个孩子
与她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把他们看得比亲
生的孩子还要重。

2004年暑假，盘晓红走访了蓝山县38
个村，记下了10万字的农村留守儿童调研
笔记。小谭是她走访的65名孤儿和特困学
生之一。

盘晓红回忆， 当时8岁多的小谭父母
双亡，跟着80多岁的奶奶居住在破烂的土
砖房里，靠捡废品艰难度日。她决定把小
谭带回家，供他上学。后来，小李、小程、小
曾、 小黄4个孤儿也被盘晓红陆续领回了
家。

本来就不宽裕的三口之家，突然多了
5张嘴， 这令盘晓红夫妻的经济压力加重
不少。夫妻俩自己节衣缩食，但孩子们的
饭碗里天天都会有荤菜。盘晓红还为孩子
们制定学习计划，辅导作业，让他们感受
家庭的温暖、学习的乐趣。

十余载含辛茹苦，孩子们渐渐长大。盘
晓红指着一张合影，满脸开心地告诉记者，
小谭干起了汽车销售， 小李在长沙读本硕
连读，小程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小曾当起了
幼儿园教师，小黄在一家宾馆掌厨。

孩子们各奔东西， 都挂念着妈妈盘晓
红。去年底盘晓红47岁生日时，在外地的3
个孩子提前打电话、 发微信送上祝福，在
县城上班的两个孩子下班后，都赶到了15
公里外的楠市中心小学，给妈妈送上生日
蛋糕。

“妈妈，是您的爱和教育让我顺利成
长……”母亲节前，小程在自己的朋友圈
里向妈妈盘晓红深情告白。孩子们的孝心
举动，让盘晓红感到特别欣慰和幸福。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我看了今天 《湖南日报》 上 《此情温暖
人间》 这篇报道， 作为一个母亲， 我为孩子们
做了点事， 但有几件事感到内疚和自责。” 5月
13日， 母亲节， 宁波市退休教师周秀芳微信联
系记者， 讲述了她感到自责的两件事。

“北斗溪镇中心小学贺俊杰同学的眼睛错
过医治最佳时间， 我感到很自责。” 周秀芳说，
贺俊杰患有斜视、 弱视和白内障， 孩子没有母
亲， 父亲在广东打工。 她了解情况后， 今年春
节前给他打工回家过年的父亲5000元钱， 让他
带孩子去治疗， 结果白内障治好了， 但斜视和
弱视已失去最佳治疗时期。 如果自己早几年来
北斗溪支教的话， 这个孩子的眼睛是可以治好
的。

“我为张子歌小朋友的眼睛担忧， 同样感
到自责。” 周秀芳介绍， 小张同学患有斜视、 弱
视病， 也没有母亲， 父亲有严重精神疾病， 平
时生活靠爷爷奶奶料理。 周秀芳去年带小张去
医院检查后， 由于腿脚不便， 就把动手术的钱
给了她爷爷奶奶， 因她奶奶舍不得花钱， 没有
带她去医治。 现在想来， 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应该亲自带孩子去治疗。 孩子今年7岁了， 如果
错过了这个年龄， 就难医治了。 “打算6月份带
孩子去怀化的医院动手术。” 周秀芳说。

“真希望孩子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周秀
芳告诉记者， 在溆浦山区， 有不少孩子患有眼
疾， 也有不少孩子缺失母爱， 有的孩子母亲因
病去世， 也有的改嫁后不管孩子。 由于自己能
力有限， 希望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给
他们当“爱心妈妈”， 帮帮这些孩子。

永远的人民音乐家
———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贺绿汀》首演侧记

通讯员 郭永祥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各位父老乡亲，现在是‘智能播
报’时间”。5月8日上午9时，芷江县岩桥
镇水路田村广播里传来了人工智能播
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播报内容为脱贫
攻坚政策问答。广播响起，房前屋后、田
间地头，乡亲们侧耳倾听。

今年3月份， 我省新一轮驻村帮扶
正式启动，省编办派出工作队驻芷江县
水路田村进行帮扶。在走访时，工作队
发现， 全村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共364
人，除在校生外，其中10%的贫困户是
文盲或半文盲，63%的人只有小学文化
程度，大多数贫困户反映看不懂政策宣
传资料，对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要靠
工作队或结对帮扶干部上门宣讲。

做好政策宣讲， 也是一种帮扶。工
作队决定，利用村里的广播，向贫困群
众宣讲脱贫攻坚政策，并根据村里情况
将相关政策，一一分解，写出了宣讲稿。
有了宣讲稿，谁来播报？自己播，发音不
标准；请人播，成本太高。犯难之际，工
作队联想到最近网络正火的人工智能
语音，借助人工智能语音，工作队在短
时间内完成了脱贫攻坚政策宣讲稿的
人工智能语音合成，播报质量达到国家
一级播音员标准，成本不足传统人工播
音成本的1%。

“国家帮扶，帮我们找路子；真正脱
贫，还要我们自己想法子。”现在，水路田
村每天上午、 中午和晚上准时智能播报
扶贫政策，乡亲们对此纷纷点赞：政策宣
讲通俗易懂，脱贫摘帽信心满满。

麦格米特：
核心技术推动多元化之路

融合·崛起·共赢

谈经论市

“老字号”湘品亟须塑造“新IP”

精准扶贫在三湘
“智能播报”通俗易懂
脱贫摘帽信心满满

“失散44年的女儿回家啦”

“真希望孩子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宁波“支教奶奶”的内疚和自责

� � � � 5月13日， 湖南
国际会展中心，市民
在逛车展。当天，为期
五天的2018湖南车
展落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2018湖南
车展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