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张蔚 汤红辉 丁伟

11月14日至21日，2018“湖湘风华·锦绣
潇湘” 走进美洲———湖南文化旅游周活动在
美国、古巴、墨西哥等国家举行。 湖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览、“湖湘风华·锦绣潇湘”专场文
艺晚会、“湘菜香飘联合国”湘菜推广活动、锦
绣潇湘·湖南文化旅游推介会，一个个独具湖
南地域文化特色的活动， 向美洲的人们展示
了独具韵味的湖南文化， 在当地掀起了一次
次“湖南热”。

非遗传承人成“明星”
美国华盛顿当地时间11月15日晚，由湖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湖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和“湖湘风华·锦绣潇湘”专场文艺晚
会在美国大华府地区乔治梅森大学举行。

湘绣、黑茶、凤凰纸扎、醴陵釉下五彩瓷、
隆回滩头木版年画、皮影戏等12个非遗项目
精彩亮相，少数民族歌舞、民乐演奏、杂技等
13个节目逐一登台，吸引了近千名华盛顿市
民。

当天下午2时30分， 乔治梅森大学剧场
大厅的非遗展厅还在布展， 热情的人们就陆
续前来参观。 一排美丽的湖南旅游山水风光
摄影作品把人们引入非遗展厅。精湛的手艺，
精美的非遗产品， 让非遗传承人们受到美国
市民的追捧。

66岁的长沙棕编传承人王文定正在摆
放各种棕编，粽叶编的动物栩栩如生，多名金
发碧眼的观众立刻围了上去。 他们一边好奇
地摸着眼前的棕编， 一边问：“这是手编的
吗？ ”美国人消费时普遍习惯刷卡，没有带现
金的习惯，不少人忙着找朋友借零钱，凑在一
起购买心仪的棕编艺术品。

青年湘绣传承人刘雅坐在绣架前飞针走
线，她正在绣着一只毛绒绒的小狗。不少观众
抢着和她合影， 抢购她带来的少量湘绣艺术
生活用品。

当穿着耀眼苗族服饰的翠翠走进展厅，
立刻聚焦了众人的目光， 很多人争相与她合
影。翠翠仔细地向美国观众介绍了苗绣。作为
苗歌传承人，她还唱起了苗歌，赢得现场观众
热烈的掌声。

专场文艺晚会进一步展现了湖湘文化艺
术之美。 苗族舞蹈《钩钩伞》再现了湖南湘西
一带苗族青年男女求爱的独特方式； 木偶表
演艺术家张静的木偶表演《月光仙子》浪漫唯
美， 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月光皎洁的夜
晚，看到月光仙子翩翩起舞；著名二胡表演艺
术家张音悦演奏的二胡独奏《浏阳河》《赛马》
等，让观众如痴如醉。

华盛顿市民托雷斯高兴地说， 参观了原
生态的（非遗）展览，又欣赏了令人震撼的艺
术表演，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湖南。他希望能
到湖南旅游，更深层次地了解湖南。

这两个活动还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邀

请，走进大使馆，为哈佛大学校友会华盛顿分会
的嘉宾送上了湖湘文化盛宴。此外，湖南省博物
馆与费城艺术博物馆签署了《湖南省博物馆与
费城艺术博物馆合作备忘录》，湘美两地文博机
构将开展长期合作。

湘菜香飘联合国
发丝牛百叶、毛氏红烧肉、古法姜辣猪手、

剁椒鱼头……当15道经典湘菜上桌， 位于美国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内充满了诱人的香味。

纽约时间11月14日晚， 在省政府的支持
下，由湖南日报社、湖南省商务厅主办的“湘菜
香飘联合国”晚宴在联合国总部举办。

这些菜由湘菜大师徐大斌、王伏明、欧阳海
林、李辉来、吴云贵等与来自我省知名湘菜企业
的厨师合作烹饪。 由于联合国场地的使用时间
有限制， 他们先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一家湘菜
馆完成预制，再运输到总部大楼内。

湘菜、湘酒、湘油、湘米、湘绣、湘曲、湘书
法……本次晚宴以湘楚饮食文化为主题，将湘
菜与人文、科技等元素融合，打造了一场感官
盛宴，让“湖南味道”入口、入耳、入心。

“湘菜能走进联合国总部非常不容易。联合
国要求相当严格，一双筷子进去都要经过安检。
晚宴的成功举办说明了联合国对中国文化、湖
南文化的认同。”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湘菜报总
编辑陈胜年透露，为了办好这次晚宴，厨师团队
下了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就扎进了厨房，奋战
了48小时，确保每道菜品美味可口。

文化视点

独特韵味掀起“湖南热”
———湖南文化走进美洲侧记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刘雨艳）今晚，话剧《沧浪之水》在长
沙芙蓉国剧场上演， 拉开了首届湖南青年
戏剧嘉年华的序幕。 今天起至2019年1月，
省话剧院将联合靠谱儿戏剧工坊、 没想好
戏剧工坊、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
学院、楚魂戏剧社等民间和校园剧社，为长
沙观众送上10部共15场精彩原创话剧。

本次活动由省演艺集团主办， 将采取
惠民票价。 商演剧目票价为150元、 80

元、 50元 （学生票）； 校园剧目票价为60
元、 40元， 凭借学生证享受5折优惠。

据省话剧院负责人介绍，该院将联合
省内所有民间剧社、高校社团组建“湖南
青年戏剧联盟”， 将位于长沙河西大学城
的芙蓉国剧场打造成为省内小剧场观演
基地， 定期举办湖南青年戏剧嘉年华，培
养湖南青年戏剧创作人才、孵化优秀青年
戏剧作品，为湖南青年戏剧创作提供交流
与展示的平台。

首届湖南青年戏剧嘉年华开幕
15场原创话剧惠民上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11月25日 星期日
文教·经济 07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李巧 吴诗云

“勤劳致富靠双手，不等不靠摘穷帽。”11
月中旬， 记者走进新晃侗族自治县禾滩镇进
蚕村脱贫户田兰贞家， 看见这副对联挂在醒
目位置。

“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58岁的田兰贞高兴地带记者参观她的新房。
因为丈夫生病，她和小女儿又是侏儒症患者，
田兰贞一家人以前靠吃低保度日。

2014年，田兰贞一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从此，变化悄然发生。

“感谢精准扶贫政策好，我家住上了新房
子。”田兰贞说，她家以前住的是破旧木房，去

年享受到危房改造政策，破木房变成了“小洋
房”，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屋内摆设有序，挂上
了禾滩镇“最清洁户”的牌子。

“脱贫致富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坐在新
房客厅里，田兰贞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和
村支两委帮助下，她家养了猪和鸡，种了稻
谷、玉米和蔬菜，年收入近3万元，已脱贫摘
帽、取消低保。村里看中她丈夫姚茂松勤劳
老实，安排他担任了村饮水管理员（扶贫公
益特岗）。

“无论眼前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对生活
充满信心。”田兰贞有两个女儿，以前遇到困
难，她总是给女儿打气。如今两个女儿都在外
地务工，日子越过越好。

现在， 田兰贞在村里很有威望。“田兰贞
勤劳肯干又有一副‘热心肠’，我们都很尊重
她。”村民吴贤能说，在村民眼中，她是“乡
贤”。

今年来，新晃推行“十户一体”乡村治理
模式。即以居住比较集中的农户为基本单位，
十户左右组成一个团队， 对居住区域进行常
态化清扫和保洁。田兰贞一家被推荐为“十户
长”。“她家是镇里‘最清洁户’，村民也都信任
她。”县文明办负责人说。

前不久，村里田娭毑和媳妇小罗因为宅基
地的事闹矛盾。两人都尊重田兰贞，于是找她
“评理”。田兰贞不说谁对谁错，而是想办法找到
田娭毑的另一个儿子有偿让出宅基地。 这样，
不但解决了问题，三方关系也融洽了。村民吴
敬思一家在外地务工，屋前屋后要搞卫生除杂
草，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等也要缴纳，田兰贞都
给他做好了，他直夸田兰贞是“好邻居”。

农妇脱贫致富成“乡贤”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魏志刚

入冬后，天气渐寒。近日，记者来到邵东
县牛马司镇上桥村火龙果基地， 见村民们在
忙着采摘火龙果。 建档立卡贫困村民袁求生
高兴地告诉记者：“我和老伴在火龙果基地做
事，每天收入有200元，今年收入上万元，可
以脱贫了。”

上桥村原是省级贫困村， 原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86户232人，2017年底仍有贫困户32
户63人未脱贫。邵东县委宣传部派驻该村的
帮扶工作队认识到，只有发展项目，增强造血
功能，才能真正帮助贫困户脱贫。

去年3月， 帮扶工作队听说广西桂林卓凡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业扶贫开发项目搞得好，
便组织村干部专程到桂林学习。随后，桂林卓
凡公司来上桥村考察，决定成立邵阳市卓凡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村里发展火龙果种植项

目。公司以每亩600元的价格流转村民土地，建
立了面积140余亩的火龙果种植基地。

上桥村党支部书记谢胜祥介绍，每年6至
11月是火龙果采摘期，时间长，火龙果种植基
地安排了30多个人做事， 其中贫困村民23
人，每年可为村里贫困户增加收入20万元左
右，村里有10户贫困户今年可脱贫。

基地技术人员李宝强算了一笔账： 火龙
果亩产2000多公斤，批发价每公斤能卖到12
元，效益可观。

目前， 基地准备将种植规模扩大到500
亩， 还为村里13户种植户免费提供种苗和技
术，以帮助更多人脱贫致富。

引进火龙果 日子更红火

11月24日， 冬日暖阳
下，游客在宁远县文庙景区
参观。宁远文庙，又称学宫，
位于宁远县城西南隅，1996
年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宁远
文庙景区
受青睐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杨情陆)“村里踏实勤劳的人不少，
可苦于知识面与视野狭窄，思路难以拓展。
多读党报党刊， 有利于农民创业致富。”11
月23日，阳光煦暖，暖风劲吹，记者在永州
市零陵区接履桥街道零陵古村生态园，见
到正在为水果打包的江长德，他深有感触。

江长德，零陵区富家桥镇人，退伍后
一直在广东打工。2008年， 回家乡办起水
果专业合作社， 种植无花果、 脆蜜桃、葡
萄、桑葚等高档水果。起初，经验不足的他
遭遇了不少挫折，他因此十分苦恼。好在

他在部队时养成读报纸的习惯，农闲时他
经常阅读街道办事处赠送给农民企业家
的《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党报党刊。通
过阅读报纸， 他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信
息，再循着这些信息外出考察、学习，带回
来的新技术、好经验 ,让水果专业合作社
重新焕发活力。

日前， 江长德与其他8家合作社抱团组
建区里首家农民水果专业合作联合社，在接
履桥街道零陵古村生态园正式挂牌成立。他
说：“党报姓党，帮精神‘补钙’，给心灵‘开
窗’。明年，我要帮其他果农一起订党报。”

零陵果农从党报“借脑借智”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王文隆）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人才支撑，希望学子们
到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才华， 作出应有贡
献。”回忆起几天前在湖南农业大学对该校
博士生的一次授课， 浏阳市沙市镇党委书
记罗拥军还觉得意犹未尽。

11月20日上午，湖南农业大学100余
名博士生迎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授课———
由罗拥军这位来自基层乡镇的党委书记
讲授《乡村振兴战略基层实践与思考》。
课堂上， 罗拥军对浏阳市及沙市镇的乡
村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并结合自身多
年乡镇工作实践， 分析当前乡村振兴面
临的形势和挑战，剖析乡村治理、乡风文
明、 产业兴旺等方面与现实发展存在的

差距。2个多小时的讲座，既引经据典，又
有实践案例，生动、鲜活、接地气，受到师
生热烈欢迎。

“将基层乡镇党委书记请进博士生课
堂授课，也是一次偶然机会。”湖南农大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新春介绍， 从电视上
看到浏阳沙市镇有关报道， 就想把该镇的
乡村振兴“一线专家”请进校园，让学生来
听听，从理论走进实践。学院还将与沙市镇
在支部共建、 学术课题实践基地等方面进
行深度合作。

沙市镇位于浏阳市北部捞刀河畔，是
“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全国油茶生产
示范基地”。该镇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乡村
振兴特别是乡村治理的新路子。

乡村振兴实践进大学课堂
浏阳乡镇党委书记为湖南农大博士生授课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李文耀 通
讯员 黄可）由长沙市科技局主办的“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政产学研对接活动”，20日
在湖南中医药大学举行。18个中医药合作项
目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金额2644万元。

湖南中医药大学是湖南省重点建设本
科院校，学校中医药特色鲜明，名医名师荟
萃。近年来，学校推进科技创新和中医药产
业化成效显著，拥有各类科研平台61个，为
长沙中医药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本次对接活动共收集了湖南中医药大

学中医药研究成果与专利230项， 推出待
转化产品10个，重点实验室及科研平台14
个。参会企业代表根据自身技术需求，分中
医药保健品研制、功能性食品研制、中药制
备和种植技术、 大健康产业技术及产品研
制、中药日化产品研制等5个小组，与专家
教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密蒙花治疗干眼、 四款药食同源产品、
西汉玉容中药面膜系列产品、高活性黑茶金
花提取物的产业化、中药特色制药技术及产
品5个科技成果，进行了精彩的路演。

长沙政产学研对接活动
走进湖南中医药大学

18个中医药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李青霞） 在近日召开的2018橘洲
视光国际论坛上，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联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共同
发布《中国青少年用眼行为大数据报告》
（以下简称《大数据报告》），该报告指出应
从5个维度科学防控近视，为青少年近视防
控问题提供了新的探索思路。

此次发布的《大数据报告》依托中南大
学爱尔眼科学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人工智能产品“云夹”，在两年多的时间中
对22911名6-17岁学龄儿童青少年进行用
眼行为数据搜集， 获取1.8亿条有效数据。
《大数据报告》显示，目前仅有45.4%的学
生用眼距离大于1尺，28.3%的学生用眼距
离甚至低于20cm；83.2%的学生单次连续
近距离用眼时长超过40分钟， 其中超过
120分钟的占到53.5%； 随着年龄的变化，
仅有6-9岁的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长达到
1小时，10-17岁的学生活动时长均不足1

小时，且年龄层越大，户外活动时长越少；
标准用眼角度为±5°以内（保持上半身直
立、目光直视的正确坐姿），但多数的学生
在1天的用眼行为中，98.3%的时间都是歪
斜着、 躺着、 侧头等不标准角度的用眼；
33.7%的学生在环境光照不足200lux下用
眼（标准用眼光照环境：室内除房间正常光
源外，还需补充一个台灯光源），易造成眼
睛的负担，引起近视的发生发展。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副组
长、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
智宽教授表示，“通过对庞大的青少年用眼
行为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看到了青少年近
视和这些行为因素之间的关联， 以及青少
年用眼行为的地域差异， 根据这些结论我
们可以从孩子的用眼距离、用眼时长、用眼
时环境光照的强度、 户外活动时长和用眼
角度这5个维度，更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近
视发生、发展的方案，从而更科学的防控近
视。”

5个维度科学防控近视
《中国青少年用眼行为大数据报告》发布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通讯员 田天
记者 左丹）昨天，湖南师范大学木兰路篮
球场成为了“小小世博园”。由该校国际汉
语文化学院主办的第十届“世界文化周”活
动，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
20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及中国师生代表
参加。 国际学生们展示着家乡的美食和文
化， 给到场的师生们奉献了一场多元文化
盛宴。

湖南师范大学“世界文化周”是湖南省
外国国际学生的品牌文化活动， 它不仅促

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也充分展示了该校的
汉语教学成果， 同时也锻炼了国际学生的
汉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丰富
校园文化建设， 推进学校国际化具有积极
促进作用。

文化综合展示活动现场， 国际学生们
用展板通过图片展示了本国的异域风情，
用展台展出了本国的特色工艺品， 并为大
家提供了他们亲手做的特色小吃。同时，他
们还为在场观众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并进
行了“中文歌唱比赛”。

篮球场成为了“小小世博园”
湖南师大举行世界文化周活动

切实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谢业 钟倍鑫

11月23日，南县茅草街镇回民村。
妻子喊吃早饭时， 村民李园满已完成一

件“地笼王”的编织。他从板凳上缓缓站起，双
臂向上伸展。冬日暖阳照在身上，他笑得一脸
灿烂：“今天天气好，早点开工，又可以多赚几
十块钱。”

李园满和妻子郭友军都患有疾病， 无法

从事重体力劳动，成了贫困户。今年初，南县
公安局派工作队驻村开展扶贫工作。不久，包
括李园满在内，全村近20户贫困村民家门口
的晒谷坪上， 多了一个由木头和塑料布搭建
的简易棚。

“这是他们的‘加工厂’，产品是‘地笼
王’。”扶贫工作队队长李敏建说，县公安局党
委告诫他们，扶贫要“挖掘特色资源”，既“授
人以鱼”，也要“授人以渔”。他们发现，近年来

洞庭湖区大面积发展虾蟹养殖，“地笼王”作
为捕捞工具，市场需求大，回民村位于洞庭湖
腹地，可以“靠水吃水”。

于是，扶贫队上门宣传，组织贫困村民参
加“地笼王”编织培训，帮他们联系订单。

“我们干的是‘无本生意’呢!”李园满笑
着说，需要“地笼王”的渔具公司上门配送原
料或半成品，及时回收成品，按件发放报酬。
编织“地笼王”是手工活，李园满和妻子一天
可以编织4至5个，收入有150元左右。

“今年家里收入，会有四五万元。”李园满
说，他家还住进了易地扶贫搬迁新房，生活大
变样了。

贫困户晒谷坪成“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