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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唐远 ）今晚，由省演艺集团出品、
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作演出的音
乐剧《袁隆平》 在株洲市神农大剧院上
演。

该剧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手
法，再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
求索路。

该剧还具有浓郁的湖湘特色。 如音乐

方面吸收了湖南民间小调、 地方戏曲等元
素，歌曲《浏阳河》的旋律贯穿全剧。

该剧艺术总监、省歌舞剧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霞介绍：“经过最近一次的修
改，故事更加精炼，更加注重主角‘袁隆
平’的内心世界。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剧情
做了适当删减，增加了‘袁隆平’与同事、
妻儿之间的感情戏， 让人物更加真实生
动、接地气。”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谢昕婷）13日， 由湖南省木偶皮影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大型皮影戏《人
鱼姑娘》在株洲市政府礼堂上演。

这部取材于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的
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造型、舞美设计和
音乐创作上进行了中国民族化、 平民化改
编，演绎了生命的精彩。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主创团队在坚守

皮影传统制作技艺和操纵表演技艺的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 一是设计制作了专用的大
型舞台和银幕， 表演区域的扩大使观影效
果更优。特制的舞台大幅缩短了装台时间，
到山区、农村演出都不成问题。二是运用上
下前后的多点布光技术， 光影效果更加立
体丰富；此外，将多媒体技术和传统皮影的
舞台呈现形式融合在一起， 营造出梦幻般
的情境。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音乐剧《袁隆平》突出人物真情

皮影戏《人鱼姑娘》
演绎生命的精彩

10月13日，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菱角岔村水上光伏发电站，排列整齐的光伏板仿
佛钢琴键盘，宛如奏响了一支绿色“渔光曲”。该水上光伏发电项目占地面积约500亩，设
计总装机容量20兆瓦，采用“水上发电，水下养殖”的模式，可实现渔业增产和节能减排两
不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田甜 摄影报道

绿色“渔光曲”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蒋晶丽

隆回县白水洞村， 今年将退出贫困村序
列。

这是湖南大学的一个扶贫点。
一个是千年学府， 一个是偏远瑶寨。自

2012年双方牵手以来，一切都变了。

“飞龙瑶寨”5次扩建

白水洞村是一个距县城130公里、平均海
拔1100米的高寒山区和少数民族花瑶聚居
区。10月9日，记者行至半山腰，见到一处名为

“梯田农家”的农家乐，农家乐门前有一块大
石头，上书“飞龙瑶寨”。

梯田农家是村民李修祥的家。2015年，他
建起了第一家农家乐。

白水洞村山多田少， 传统产业就是水稻
种植。 湖南大学驻隆回扶贫工作队负责人李
飞龙和曹镠每人自掏2万元， 众筹24万元，发
展富硒水稻生产。

交通，是白水洞村发展的痛点。李飞龙和
曹镠在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从溆浦高铁
站到白水洞的山路，但山路有两处三四公里的
断头路，无法通车。修路需要大笔资金。他们跑
省交通运输厅，跑县交通局，反复游说，终于筹
到资金，将断头路修通了。长沙到白水洞村的车
程，从原来的6小时缩短至不到3小时。

3年来， 白水洞村农家乐从1家发展到14
家，“飞龙瑶寨” 梯田农家开办3年扩建5次。“农
家乐发展了，富硒大米销路也打通了，富硒大
米成了游客抢手的伴手礼。今年，湖南大学以

购代捐，购买我们4万公斤富硒大米，使富硒
大米销售有了着落。”李修祥说。

10月9日晚，白水洞富硒水稻专业合作社
开会，决定出资10万元，设立白水洞村脱贫致
富引导基金， 为村里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户
提供兜底保障。

“由扶贫向脱贫转变，推动自身发展的良
性循环，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这是湖南大学给
白水洞村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虎形山瑶族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杨敏说。

全力助推“花瑶花”

58岁的奉堂妹，近年来“红”了。
2017年， 英国安妮公主访问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 奉堂妹被请去给公主表演花瑶挑花
技艺，被安妮公主点赞。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花瑶挑花传承人，奉堂妹挑花，不需要图
案，看到什么就能挑什么，挑得栩栩如生。

湖南大学全力助推“花瑶花”，先后邀请7
个国家110位设计师，组建“花瑶花”文创设计
团队。针对隆回滩头年画、花瑶挑花等非遗项
目开展联合创新， 先后开发文创产品140余
款，产品受邀在米兰世博会展出，2017年销售
额达600万元。

湖南大学建立花瑶文化展示基地和挑花
设计工作坊， 完成“花瑶花”App文化传播平
台、“乡home”销售平台的建设，制定面向贫
困人口的设计创新、培训赋能、订单生产的文
创扶贫模式， 项目成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官网专门予以介绍。 该项目获得财政部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被评为教育部直属

高校2016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项目
和2017年非遗扶贫示范高校项目。

羊肚菌变成“金元宝”

“羊肚菌真是‘金元宝’啊！”隆回县小沙
江镇羊肚菌栽培基地负责人肖铁文告诉记
者，不久前谈下了一笔1000万元的投资，要在
宁乡承包1000亩地进行羊肚菌人工栽培，首
期将种植300亩。

2008年， 肖铁文开始羊肚菌人工栽培的
探索，但人工栽培对技术、土壤、环境的要求
较高，创业之路并不顺利。

2013年7月，湖南大学与隆回建立扶贫对
接，把“羊肚菌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及推广”项
目作为定点扶贫项目之一。 湖南大学成立羊
肚菌产业扶贫团队， 对肖铁文基地实行持续
技术跟踪指导，解决病虫害防治、杂草杂菌侵
蚀和菌种培育等规模化栽培过程中遇到的各
种关键技术问题； 同时帮助肖铁文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涉农补贴和助农贷款，并主动吸引
校友资源参与羊肚菌产业发展。

今年， 以肖铁文羊肚菌基地为技术示范
平台，通过“基地+农户+产业+技术帮扶”的
形式，带动了邵阳的隆回、绥宁和娄底、怀化
等地贫困户发展羊肚菌种植。

自2012年定点扶贫隆回起， 湖南大学先
后选派扶贫挂职干部、驻村干部13人次，开展
各类扶贫项目57项，累计投入资金1426万元，
援助物资折款978.4万元，帮助争取项目资金、
招商引资1.67亿元。带动隆回2041户、8707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摘帽。

千年学府牵手偏远瑶寨
———湖南大学精准助力隆回脱贫攻坚纪实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老杨， 给我下碗粉”“给我也来一碗”……
10月14日早上， 在洪江市湾溪乡政府门口
不远处一家粉店，来店里吃米粉的人络绎不
绝。 粉店老板杨友隆忙得不亦乐乎， 他说：
“我一天可卖50碗粉，一个月纯收入有2000
多元。”

今年52岁的杨友隆是湾溪乡堙上村建档
立卡贫困村民，7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 右腿
落下残疾。20岁时，其父母相继去世，他住在

一间小木屋里艰难度日。前些年，因为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他靠低保过日子。

去年3月，怀化市纪委牵头的怀化市委扶
贫工作队进驻堙上村， 怀化市纪委主要负责
人把杨友隆定为帮扶对象。

扶贫先扶志。在杨友隆的小木屋里，怀化
市纪委主要负责人和扶贫队员， 同杨友隆促
膝谈心，为其加油鼓劲，确定发展方向。一番
畅谈后， 大家给杨友隆指出了两条脱贫的路
子： 杨友隆厨艺不错， 加上堙上村离集镇不
远，可租个门面开个粉店；堙上村山高林密生
态好，发展生态养殖也不错。

在扶贫工作队帮扶下，去年5月1日，杨友
隆的米粉店开张了。此外，杨友隆还种了一亩
杨梅，并在林下建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为了给
自己“充电”，他还参加了当地政府为贫困户
举办的创业培训班。

去年底算账，刨去开支，杨友隆纯收入过
2万元，并住上了新房。今年初，村里评议低保
户， 他没有提交申请， 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
人。

今年， 杨友隆更忙了， 在打理粉店的同
时，他扩大养鸡规模，还养了种鹅和信鸽。“今
年收入可超过3万元。”他信心十足地说。

贫困户开粉店摘穷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