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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中国人
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 每一位
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
会。

扬帆逐浪立潮头,巾帼携手共追
梦。 湖南省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
2018年4月启动，全省14个市州20余
个行业200多个项目参赛，一大批关
注乡村振兴、巾帼扶贫、互联网、节
能环保、 公益服务等女性创业创新
项目让人耳目一新。9月29日， 省妇
联、 省委网信办等联合举行全省首
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颁奖典礼，为
分获社会效益组、商业价值组、环保
创新组、创意组的一、二、三等奖16
个创业创新项目进行颁奖， 展示出
湖湘女性与时代同行的出彩人生。

向美而生， 在希望的
土地上耕耘

“带动全县18个乡镇68个贫困
村2587户贫困户种植魔芋。 乡亲们
中流传顺口溜：盖新房，娶新娘，小
小魔芋来帮忙。”

颁奖典礼上， 获得社会效益组
一等奖的会同群益魔芋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钟果林，手持一个圆滚滚、黑
乎乎的形似土豆的魔芋让大家见
识，“别小看这魔芋， 它将成为一个
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

2013年， 钟果林与几位返乡创
业的伙伴注册资金1500万元， 创办
了集魔芋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一成立就
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魔芋加工企
业。企业服务于精准扶贫，形成与贫
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被国家林业
局授予“服务精准扶贫国家林下经
济及绿色产业示范基地”。2017年，
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到会同视察扶贫
产业时， 为该项目点赞称：“小魔芋
大魔力”。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
小魔芋已成为会同县“一县一品主
导产业”，2018年初“会同魔芋”荣获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7年

企业销售收入达2038万元， 带动了
农户脱贫致富。

近年来，湖湘女性与梦同行，向
美而生，她们在希望的田野上，播撒
创业创新的种子，收获丰盈的人生。

为了支持广大女性创业创新，
省妇联协同相关省直部门， 坚持以
创业创新促进灵活就业、 带动精准
脱贫， 扎实推进“创业创新巾帼行
动”，全省涌现出各类“最美创业”巾
帼典型近千名，其中100多名优秀代
表获中国杰出创业女性、 全国百强
农产品女经纪人、 全国微型创业奖
等荣誉。

独树一帜， 在新领域
越发绚烂

“她力量”不仅在传统领域得到
更好释放， 而且在互联网、 智能制
造、文化创意等新领域、新业态迅速
崛起，独树一帜。

“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物联网
操作系统中国‘芯’，实现了万物互
联共享的智能梦！”

今年不到30岁的邓意麒是湖南
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她和她的团队曾为建军90周
年朱日和基地大阅兵的后台指控系
统研发建设贡献力量。2016年，她和
团队落户长沙高新区， 仅用2年时
间， 就研发国内首个军民两用的自
主可控通用性物联网操作系统———
智能网服务平台， 将散布的物联局
域网连接起来，用一个操作系统、一
张图就解决消费者水、电、管、网、气
等九大日常需求，成本平均仅为1元/
平方米，是目前国内接入最快、改造
成本最低、 支持设备最全面的物联
网解决方案， 三年内预计能实现亿
元产值的突破。 获得商业价值组一
等奖的她坦言，创业之初35%以上的
科研团队成员是女性， 未来公司还
将让更多的女性智慧散发出科技的
光芒。

创新是民族之魂，是时代主题。
2017年以来， 省妇联从资金政策推
动，产业项目孵化，启动实施“芙蓉

匠心计划”，举办“我创业我美丽”女
大学生创业指导报告会，结合“一带
一路” 推动湖湘非遗产品走向国际
市场，启发湖南女性之智。此次首届
巾帼创业创新大赛也将推动“她智
慧”越走越坚定、越走越绚烂。

推陈出新， 文化出彩
蓬勃力量

湖湘文化悠远而丰富， 在传统
文化领域推陈出新， 有着超前视野
的湖湘女性正汇聚着蓬勃力量。

“在法国的老佛爷商场，里面不
仅有香奈儿、古奇，还有我们湖南邵
阳的蓝印花布， 我希望蓝印花布这
股最美中国风飘向全世界。”

蓝印花布距今已有1300年的历
史，曾经有着衣被天下的说法，但随
着社会的发展， 逐渐被遗忘。2013
年，罗沙沙从深圳返乡办厂，当起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邵阳蓝
印花布传承人。

为了发扬蓝印花布非遗文化，
她去了纽约、巴黎、北京、上海等地
学习设计， 与多个有着相关科研项
目的一流高校联合共同研发， 在面
料以及技术上都实现了创新突破，
将时尚元素、 生活气息融入到蓝印
花布中。目前，罗沙沙在全国开了近
30家蓝印花布分店，2016年更是与
法国的老佛爷商场签订上柜合同。
就这样， 拥有千年中华文化基因的
蓝印花布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获
得创意组一等奖的罗沙沙正努力建
设一家国家级非遗企业， 未来将实
现产值1.2亿元，帮助3000名贫困户
实现就业。

从立足前沿的科技领地， 到世
界时尚之都弄潮， 再到扶贫攻坚战
场上挥洒……省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姜欣表示， 全省首届巾帼创业创
新大赛中200多个项目均显出了“她
智慧”“她梦想”，彰显了湖湘女性大
胆创新的精神， 一批好的项目为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凝聚巾帼力量，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书写出浓
墨重彩的巾帼篇章。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朝辉

10月17日，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
中心创作演出的新编京剧《梅花簪》
将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再次上演。该
剧自首演以来已演出12场， 场场爆
满。许多观众都说：“好懂，好看！”

守本创新， 让年轻人
坐得住

今年7月11日至18日，《梅花簪》
首次和观众见面， 在湖南戏曲演出
中心连演6场。让主创团队没想到的
是，每场都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这是近年来湖南京剧从没有
过的现象。 新编京剧不比传统经典
剧目，它很容易让人觉得不像京剧。
为了让《梅花簪》不失传统，我们从
选择剧本开始就严格要求， 汇集了
国内一流的主创团队。”湖南省京剧
保护传承中心主任陈争光说。

该剧讲述了一个“罗密欧与朱
丽叶”式的爱情悲剧：明朝将军之子
李良川与清朝德亲王之女梅花格格
在不知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互许终
身。后来，他们发现自己与对方分属
两个敌对的阵营。不同的民族，不同
的立场， 让两个年轻人葬送了生命
与爱情。

“这是一个不讲大道理的故事，
让观众在感慨和感动中对民族大
义、对人生产生思考。”该剧导演、国
家一级导演、武生出身的白云明说。

传统京剧要求演员在舞台上的
一举一动都要程式化， 但是不了解
京剧的观众会看不懂。 白云明年逾
古稀，5岁开始登台演出， 却不墨守
成规。他认为：“时代在发展，戏曲也
是发展的。我们倡导‘程式’，遵循基
本的规范，但不‘程式化’。守本创
新， 让年轻观众也能看得懂、 坐得
住。”因此，他将《梅花簪》的总体艺
术风格和表演要求定位为： 诗情画
意，凄美悲壮。

该剧在表演、 唱腔和舞美设计
上都有创新。在表演上，结合现代审
美观念， 采取了边舞边唱或以舞代
唱的形式， 开场的梅花舞则为全剧
营造了唯美的意境。其中，为梅花格
格设计的马舞反映了满族女孩豪爽
的个性。 担任作曲编腔的国家一级
作曲朱绍玉新创作了四平调快二六
和四平调的快板， 这两个板式在中
国戏曲史上是第一次出现。 舞美设
计则改变了大型道具不能移动的传
统，剧中道具如花坛、桌子等可以随
演员移动，增加了表演的灵活性。

全情投入与冷静观察
的两难表演

《梅花簪》对男女主演的要求很
高。梅花格格是豪爽善良的满族女孩，
融合了青衣、花衫、花旦等多个行当；
李良川则融合了老生、 武生和小生等
行当。演员需要有很高的综合素质。

李良川的扮演者凌珂工老生，
在排练时， 他时常提醒自己注意调

整老生的习惯动作，规范演出老生、
武生和小生的动作， 但又不让观众
觉得生硬。

不过，相对技术上的难关，他和
梅花格格的扮演者张璇都认为，人
物内心矛盾的刻画更难。

“梅花格格身份尊贵，没有什么
是她想要而得不到的。 但她善良而
不骄纵。她喜欢李良川，想要与他在
一起。 当她发现李良川也喜欢自己
时， 内心应该充满了心愿突然达成
的惊喜，带着少女的娇羞。”张璇仔
细分析了人物， 最终把梅花格格的
特点定位在“情”字上。

《梅花簪》的故事十分感人，演
员经常被剧情打动。最初，互相不知
身份的梅花格格与李良川交换定情
信物。 梅花格格问李良川要不要梅
花簪，李良川坚定地回答：“要!”到了
最后， 梅花格格问李良川还敢不敢
要梅花簪。 第一次排练说这句台词
时，张璇的眼泪“哗”地掉了下来。

“京剧表演不同于影视表演，演员
和观众有一定的距离， 无法通过镜头
近距离向观众表现微小的细节。 京剧
演员不能太过投入，一定要克制，准确
完成规范动作。”凌珂自称“理性派”，
主张在角色和自我之间创造一个第三
方，时时监督、规范自己的表演。

“有时候我看他一眼，他也会落
泪，说是被‘梅花’激着了。”张璇调
皮地“揭穿”了他，接着又严肃地说：

“是全情投入还是冷静观察地表演？
这的确是个难题。”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龙
文泱 通讯员 贾艳）昨天，由永州祁
阳祁剧团创排的大型祁剧《向阳书
记》在长沙实验剧场上演。

该剧以湖南两位基层村支书王在
德、向平华为故事原型创作，以在大城
市当经理的向之远返乡担任村支书，

带领群众创业致富的艰辛历程为主
线， 展现了近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宏伟画卷。 该剧剧本入选了中国
文联2018年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资
助项目（申报剧名为《新村纪事》）。

“通过轻喜剧的方式，拓展祁剧
常规的正剧领域， 以小人物展现大

情怀。”祁阳祁剧团团长郑安顺告诉
记者， 该剧所有角色均由该团演员
出演， 在艺术表达上充分吸收了祁
阳小调等本土地域文化元素， 采用
祁剧最原始的祁胡伴奏， 具有鲜明
的祁剧特色。 同时， 还融入了交响
乐，更富现代气息。

与时代同行
湖湘女性书写出彩篇章

———湖南省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综述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新编京剧《梅花簪》：

演出12场，场场爆满

大型现代祁剧《向阳书记》
讲述乡村致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