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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小桥流水，苗寨残荷；远山如黛，古树成群。
地处雪峰山下的绥宁县插柳村， 曾是电

影《那山那人那狗》取景地之一。然而，因地处
偏远，交通不便，村民致富手段单一，加之自
然灾害频发，这里也是国家级贫困村。

2015年起，湖南师范大学对口帮扶插柳村。
有心“插柳”柳成荫。3年光阴流转，当年

的贫困村已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艺术村。
金秋10月， 记者来到插柳村， 看到随着

“以购代捐”的推进，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正沉
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贫困村变身“艺术村”

高地美术馆、村民文化广场、艺术家工作室、
艺术餐厅、艺术客栈……走进插柳村，一股浓郁
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走进了一个“艺术村”。

200亩荷池旁，三五成群的大学生端着小
画板在静静地写生。69岁的湖南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莫高翔教授告诉记者，这已是他第3次
带学生来写生了。这里自然环境优美、古苗寨
建筑保存较好，很适合学生写生。

而在3年前，因交通不便，插柳村的美“养
在深闺人未识”。

“我们投入300多万元修通了村级主干
道，让村子与外界连接起来。”湖南师范大学

副校长廖志坤告诉记者。
路通了，该校充分利用自身美术、设计的

专业优势，积极引进校友资源，打造文化艺术
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全省乡村旅游扶贫示
范项目———“中国·绥宁插柳文化艺术园”。

插柳文化艺术园于2016年9月建成，具备
艺术品展览、交易，艺术家度假、休闲、创作，
艺术生写生，国内外游客休闲、观光4大功能。
作为全国少有的建在农村的专业美术馆，高
地美术馆已先后举办各类艺术作品巡展6场
次， 展出艺术作品近1200幅， 累计吸引游客
2.6万人次。 艺术客栈均由插柳村贫困户的住
房改造而来，一次性可接待近300人。

2017年9月，“插柳情·中国梦” 精准扶贫
绥宁插柳风景写生作品全省巡回展开启，大
大提升了插柳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现在，插
柳文化艺术园已成为邵阳市的一张亮丽文化
名片。随着农家乐、民俗村寨、现代农业观光
区等多主题、多类型、多业态的特色乡村旅游
项目推出，来插柳村旅游的游客与日俱增。

村民特别是贫困户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艺术村”兴旺，当地村民每年增收50多万元。
“艺术客栈让我们家年增收1万元呢。”10月11
日，插柳村贫困户苏坤翠开心地告诉记者。

“以购代捐”销路畅

“前些天，送了1000只鸭子。今天，又运

了680只鸭子送往湖南师范大学。 学校给的
收购价是每公斤24元， 比当地收购价还高4
元钱呢。” 插柳村种养大户龙宪贵满脸喜悦
地说。

2013年， 龙宪贵组织村民办蔬菜种植合
作社， 却连连碰壁。2014年种的200多亩冬瓜
滞销， 全部烂到了田里。2015年种的300亩茄
子严重亏损， 合作社49个股东中有16个要求
退股，龙宪贵负债100多万元。

“主要还是销路问题。最困难的时候，我
准备不干了。”龙宪贵回忆。转机发生在2016
年，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民了解到该合
作社的情况后，找到步步高负责人。经李民牵
线，步步高扶贫产业基地很快落户插柳村。此
后，插柳村按照步步高订单种植蔬菜，没有了
销售的后顾之忧。

今年8月，湖南师范大学作为全省首批试
点“以购代捐”计划的10所高校之一，与绥宁
县签订了“以购代捐”校县合作协议，今年将
从绥宁县定点认购1000万元农产品。

9月底，绥宁的东山红提、优质稻精装大
米、贵太太精装双低菜籽油、干笋，被湖南师
范大学采购了一批。 该校工会常务副主席余
英介绍，下一步，将设立“湖南师范大学帮扶
绥宁县（插柳村）农产品销售专柜”，确保如期
圆满完成年度采购任务。

“以购代捐”，让当年的贫困村、如今的艺
术村，在脱贫的路上越走越稳。

精准扶贫在三湘

有心“插柳”柳成荫
———湖南师范大学助力绥宁插柳村脱贫记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10月15日晚，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
心创排的大型现代花鼓戏《桃花烟雨》在湖南
戏曲演出中心上演。 该剧导演何艺光说：“湘
西地区山水美丽，文化迷人。我们希望通过艺
术创作，号召人们擦拭掉贫穷的灰尘，让湘西
美的本真浮现出来。”

“不写故事，写人性、人情”

2015年，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主任罗维
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参加苗家
赶秋节。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首倡地。
亲眼目睹它的巨大变化，罗维马上敏感地意识
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题材。于是，他与剧作
家曹宪成、国家一级导演何艺光、国家一级作
曲陈耀商定，要以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为切入
点，创作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湘西地区农村
发展变化的花鼓戏。

“主旋律的题材如何让观众觉得好看，而
不是说教？”该剧导演何艺光告诉记者，创作
团队在采风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也是该
剧创作的第一大难点。

“演员说什么，唱什么？脱贫致富的故事大
家都知道了。透过现象看本质，扶贫是重大的
民生问题， 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安定快乐的生
活。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人们主动争

取美好生活的意识是如何被唤醒的？现代人的
精神和心理状况是怎样的？” 何艺光说，“我们
决定从这一点出发，不写故事，写人性、人情。最
终确定通过3段不同的爱情故事， 喜剧化的表
达手段来展现‘精准扶贫’的严肃主题。”

“演得好不好，是思路问题”

为了深度挖掘人物， 剧组主创人员用了
半年多时间，深入十八洞村、矮寨镇、保靖县、
凤凰县等地体验生活。

编剧曹宪成发现， 十八洞村时任村主任
施进兰的经历与创作主题十分契合，3次采访
施进兰， 以他为主要原型创作了男主角石青
峰。整个剧本进行了4次大的修改。

演员们经常与接近各自角色的人物谈心聊
天，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

“这还不够。虽然已经做足功夫，但刚开
始排练的时候，我们都是凭直觉来演。大概的
感觉是对的， 但很多戏太直接， 观众理解不
了。”龙伲珍的扮演者黄涓涓说，如龙伲珍与
石青峰闹离婚，要跳崖那场戏。之前，黄涓涓
的演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往下跳。

“仔细琢磨，这不太符合常理。每句台词
和每个动作的出发点是什么， 它们之间又存
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反复观看演出录像
后，黄涓涓在表演中压下人物的愤怒情绪，加
入了许多夫妻逗趣的细节， 让观众觉得真实

的同时，喜剧性更强。
石青峰要面对个人发展、家庭稳定、家乡

脱贫等多方面的问题， 他的内心世界更为复
杂。每次陷入如何演的苦闷，其扮演者王亦文
会琢磨“精准扶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回想
人物原型们做这件事时的种种心路历程。“有
时候，突然就知道该怎么演了。”他说，“不是
演的问题，是思路的问题。”

20多个曲调展现湖南花鼓戏魅力

《桃花烟雨》的作曲陈耀从业近50年，他
带着一种“传承花鼓戏”的使命感在创作该剧
的音乐。他说：“花鼓戏的声腔很丰富，只有展
现出来，人们才能了解花鼓戏的动人之处，继
而愿意将它传承下去。”

《桃花烟雨》的故事发生在苗族村寨中，
舞美、服饰、音乐都得有苗家味道。陈耀坦言：

“把苗族音乐融入花鼓戏中， 还要与人物性
格、剧情发展切合，太难了。一不小心就会让
人觉得这不是花鼓戏。”

仔细研究之后，陈耀认为，苗族音乐是小
调式的，而花鼓戏也有很多这种曲调，两者可以
相融。他还邀请十八洞村的苗歌传人配唱苗歌。

陈耀有意识地运用了花鼓戏的多种曲
调，为《桃花烟雨》创作了20多个曲调：主旋律
贯穿全剧，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曲调，体现人
物鲜明的个性。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龙文泱）今
天，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
司、 湖南省文化厅承办的全国优秀现实题材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湖南分会场）活动在湖南
戏曲演出中心开幕。

共有12台优秀现实题材剧目参加本次展

演。其中，既有花鼓戏《桃花烟雨》、湘剧《玉龙飞
驰》、音乐剧《袁隆平》等省直专业艺术院团新创
的大型舞台剧目，也有祁剧《向阳书记》、花鼓戏
《明月初心》 等各市州基层院团精心创作的剧
目。它们从各个方面生动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
来，我省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
当晚， 由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

作演出的大型现代花鼓戏《桃花烟雨》上演。
该剧深挖“精准扶贫”的精神内核，通过塑造
一个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将精
准扶贫这一宏大主题艺术性地呈现在戏曲舞
台上。该剧男主角石青峰的创作原型、十八洞
村时任村主任施进兰观看了演出。 他说：“这
部戏非常生动，苗族风情浓郁，让我回想到了
几年前回村创业的情景。”

据悉，本次展演将持续到10月25日。

� � � �大型现代花鼓戏《桃花烟雨》深挖“精准扶贫”背后的人性意识———

拭去贫穷看美丽

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湖南分会场）开幕

荨荨（上接1版）
“哦，是吴璇，又在这里晨读啊，好！好！

好！”沧老边点头边笑着。
原来， 正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攻读

博士学位的吴璇， 是大学期间通过向沧南
求教一篇论文而相识的。

“只是一篇‘小文章’，爷爷却认真研
究，还用红笔作了详细的批注，这让我深受
触动，希望毕业后能有机会留在这里，像爷
爷一样钻研学问！”吴璇说。

散完步回来已是8点多，沧老又坐在了
书桌前。

1米见长的书桌上，摞着各种书籍和资
料， 只在正对着窗的位置， 留出了一小块

“空地”。沧老埋着头翻着一本近5厘米厚的
古诗词，右手边是100多页的手写笔记，近
5万字，写得密密麻麻。

“我虽已鲐背，也不敢停下思考，还想在
诗词中摸索点哲学的意蕴出来。”沧老说。就
这样，他在书桌前一直忙碌到了中午。

午休过后，沧老的原硕士研究生、现任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学院）执
行院长颜佳华教授， 以及碧泉书院党委副
书记黎益君前来串门。

一阵寒暄过后， 颜佳华说起了当年的
学习时光。

“沧老对我们是又严又爱，我们发表一
篇论文，他自掏腰包奖15元，那时候的15
元可够得着我们用上1个月了！”

“当时有一些西藏的同学不适应湖南的
生活，打起了‘退堂鼓’，沧老就一个一个做思
想工作，其中有好几个后来还入了党……”

沧老也不插话，只坐在一旁，眯着眼笑着。
“沧老，资助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已经收

到了，感谢您！”黎益君说。
“好！好！好！”
原来，早在2015年，沧南就将他60多年

间所集的新中国邮票卖掉，把所得的20万元
全部捐给了哲学系，以此作为贫困生的助学
金。今年9月，他又从6张不同的银行卡里再
次支取20万元，以“湘大人”名义捐赠给了学
校。而这20万元，本是一些毕业多年的学生
担心他生活不富裕而自动筹集的……

临走前，沧老送了记者一本《沧年往事》。
这位有着62年党龄的老教授在书中写道：“共
产党人只有一种人生观，没有离退休后的第
二种人生观。在职也好，离退休也罢，都要为
实现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在书堆里耕耘的沧南。 王成奇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2018中国湖南（第九届）旅游产业博
览会暨首届旅游装备展将于10月19日在
长沙启幕。本届旅博会以“发展旅游装备，
提升旅游品质”为主题，首次以旅游装备为
核心元素，通过品牌引领、平台支撑、政策
扶持、媒体传播、洽谈合作等方式，为各省
市和旅游企业提供更好的展示交流平台。

记者15日从旅博会组委会获悉，亚光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太阳鸟游艇”）、地球
仓、快乐车行、湖南磁浮集团、中惠旅、厦门
航空、洪江古商城景区、湖南浦发银行文化
旅游支行等近百家旅游装备企业和景区景
点运营商已陆续开始进场布展，19日将集体
亮相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为大众打造专业性
更高、互动性更强的一届旅游体验盛会。

房车内一试歌喉
“本次旅博会我们参展的车辆是大通

RV80和大通T60, 展位上还将提供帐篷、
背包、睡袋等户外旅游用品，让客户真正了
解户外旅游，体验户外生活。”湖南考拉露
营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湖南快乐车行营地投资发展公司的工
作人员透露，除了“房车带你去看旅博会”
八大线路房车巡游活动之外， 快乐车行还
将在现场展出4台美国福特自行式房车及
拖挂式营地车，房车内提供“卡拉OK”等体
验式娱乐项目，营造生活化场景，让游客身

临其境，一饱眼福！

森林小屋体验智能旅居
幽静的小森林里掩藏着一座小木屋，

这不是童话中的场景， 而是旅博会现场可
以真实体验的中国首款自助式“移动智能
生态酒店。”地球仓集移动、智能、生态三大
属性， 并获得了污水处理系统等9项国家
技术专利。 整个房间采用全模块化设计与
生产，通过车辆运抵指定地点，根据不同地
势与景观环境进行摆放， 调整至最佳景观
面，半天时间即可完成一间小屋的组装。

地球仓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展
会现场将摆放一间实体仓， 可以让观众实
地体会地球仓的智能黑科技， 整个展位将
打造成一座“小森林”，而地球仓就是掩藏
在森林中的一间林中小屋， 体现了地球仓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高端游艇驶入亲民海洋
作为全国最大的游艇、商务艇、特种艇

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太阳鸟游艇将在
展会现场展现一辆31英尺游艇，专程从珠
海启程运送到长沙。

“近年来，我们着力研发游艇智能模块
化制造技术，发展绿色轻量船型，正在让游
艇消费向亲民化发展。”亚光科技首席设计
师牛颖介绍，目前该公司生产的26至31英
尺的小型游艇， 价位在28万至50万元之
间，已占据国内六成游艇俱乐部市场。

酷炫旅游装备集结长沙
2018湖南旅博会19日启幕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黑发积霜织日月 粉笔无言写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