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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见习记者 肖畅

“文强啊，你老师从早上8时出门，到现在
还没回来吃中饭呢， 怕又是‘上班’ 上过头
啦！”

“好，好，好，我这就去办公室看看。”
2月2日下午4时， 湘潭大学数学与计算

科学学院副院长王文强教授接到师母张荣华
的电话后，快步朝数学楼北楼304室走去。

304室的门开着， 左手边是摆满了各种
书籍资料以及泛黄报纸的深褐色书柜。84岁
的李寿佛坐在靠右边的书桌前， 戴着一副黑
框眼镜， 正盯着电脑屏幕在做数值计算的工
作。浅黄色的木地板几乎还保持着八九成新，
只是他脚下近2平方米的范围，早已被磨得看
不到原色。

“佛爷，先歇歇，上班也得填饱肚子啊！”
王文强一进门，就挽着李寿佛的手臂，准备扶
他起来。

“还这么早，吃什么饭？”李寿佛没有抬
头， 而是随手将桌上的资料拿起， 凑在眼镜
前，眯着眼看着。

王文强站在一旁，也不回答，用手指了指
电脑屏幕右下方显示的时间。 这才回过神来
的李寿佛，像犯了错的孩子一般，连说：“这还
没多久啊，怎么一眨眼就到下午了。好，走，回
家吃口饭再来，免得你师母又念叨。”

李寿佛于1953年走上三尺讲台。他曾写
下一首自勉诗， 其中有一句：“男儿有志比天

高，振兴华夏逞英豪。”1976年，他响应党中
央、国务院号召，调至湘潭大学任教。

“当时全校只有坐落在后来被称为南阳
村的两栋楼房， 老师们全都住在附近农民家
里。整个校园除上述两栋房子外，只见到一片
荒山， 工地上正在大规模推土。 由于十分荒
凉，有的人把这里称为‘黄土高坡’。”回忆起
当时荒山建校的情景，李寿佛感慨万分。

可即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李寿佛
仍数十年如一日， 潜心于刚性微分方程数值
解法、计算流体力学、高效算法及应用软件等
研究，出版了专著《刚性微分方程算法理论》；
发表论文141篇， 曾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
三等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排
名第一） 等多项国家级、 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励。200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在杏坛耕耘了数十年的李寿佛， 桃李满
天下，迄今已培养博士研究生13名、硕士研
究生31名以及一大批本科优秀毕业生，其中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 周向宇以及许
进超、 黄云清等一大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
学术科研骨干。至今，“佛门弟子”们都亲切地
称呼李寿佛为“佛爷”。

近年来， 李寿佛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创立
的数值计算新方法还成功用于热核聚变内爆
压缩过程数值模拟， 权威专家评价：“对我国
武器装备设计、 核工业技术革新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 将直接影响我国国防科技在全球

的地位。”
今年， 耄耋之年的李寿佛还参与了国家

“十三五”重大专项课题项目研究。该项目的
成功研发， 有望为全球能源格局的巨变和全
世界从“石油文明”走向“核能文明”的推动作
出贡献。

“当年日本的飞机在我的家乡轰炸，幼小
的我抱着父亲的灵牌躲在了桌子底下。 那一
幕，至今也不敢忘。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
需要靠我们一代代的接续努力， 我只是其中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李寿佛说。

放了寒假的校园非常安静， 李寿佛从办
公室出来， 穿过校园， 朝东坡村12栋的家走
去。这条上下班的路，他走了几十年，现在虽
然仅有退休工资，但他不计报酬，仍然走得勤
勉而坚定。

“你终于‘下班’啦？工作一起劲，又忘了
时间吧？”老伴边调侃着李寿佛，边端着一碗
素炒洋葱、一碗白菜薹去锅里回热。

李寿佛的家简单而朴素， 墙壁上挂着的
一把黑色二胡最为打眼， 唱歌和拉二胡一直
是李寿佛闲暇时最大的消遣。

“每次与学生们聚会，《黄河颂》《满江红》
是我必选的歌曲，几十年没变过。”李寿佛说
着， 竟紧握着拳头唱了起来：“五千年的古国
文明，从你这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身
边上演。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
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像你
一样的伟大坚强……”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罗志荣

1月29日，农历腊月廿四，是南方传统小
年。这天，记者冒着寒风细雨，来到石门县新
铺镇永兴桥村马泽松家， 马泽松和他年迈的
父母在煮腊肉、杀土鸡、炖羊肉，忙得不亦乐
乎。

在堂屋落座后，火盆里熊熊的炭火驱走了
记者身上的寒意。 马泽松的母亲李银香将瓜
子、糖果端出来，满脸笑容地请大家吃喜糖。

“松巴，新婚才半个月，你舍得堂客去县
城打工？”村党支部书记刘德兵也来了，一进
门就开起了马泽松的玩笑。“松巴” 是马泽松
的小名，在当地，“巴”字有“老实巴交”的意
思。“我也舍不得媳妇外出，但她闲不住，非要
去县城打工。县医院需要陪护，她就当护工；
餐馆缺人，她就刷碗洗盘子……”说着，马泽
松的脸红了。

马泽松的父亲马世珍端来了刚沏的热
茶。刘德兵一语双关地说：“这茶是高山茶，先
苦后甜。马泽松一家的生活，就像这茶一样。”

听到“先苦后甜”，今年70岁的马世珍点
燃一根纸烟，打开了话匣子：“不瞒你们，我家
先苦后甜，这话不假。以前，村里交通不便，致
富无门，家里穷得叮当响。儿子39岁了还没
讨上堂客，那种苦滋味真是不好受。”

李银香接过话茬：“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讨不上堂客，怨哪个呢？怪只怪家里太穷了，
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一个贫困户？我那21岁
的外孙，每次回来就催着他舅舅找堂客，还说
什么你再不找的话， 就会影响外甥的终身大
事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马世珍一家人穷志不穷。 为改变贫困面
貌，马泽松拾过荒、学过农用车维修、做过木
工。

2016年，石门县供销合作联社派人来到
永兴桥村，开展扶贫工作，村里慢慢发生了变
化。一条3.5米宽的水泥路修到了马泽松家的
土屋前。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马泽松的父母
在山上养起了土猪、山鸡、马头羊和蜜蜂，一
年纯收入上万元。

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2017年，马泽
松家摘掉了贫困帽，还将土房拆除，建起了一

栋两层楼房。从此，马泽松变得自信起来。有
一次，他在县城的舅妈家做客时，遇到一个叫
王雪兰的女子。 殊不知， 这是他舅妈有意安
排。第一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好印象。没过
多久，王雪兰便主动上门，乐坏了马世珍和老
伴。一年后，瓜熟蒂落，39岁的马泽松终于讨
上了堂客。

马泽松“脱单”的消息不胫而走，全村人
为他开启甜蜜生活感到高兴。 刘德兵告诉记
者，今年1月14日，马泽松举办婚礼，村里沉
浸在喜庆中，好多人跑来帮忙。

谈起今后的打算， 马泽松说：“趁着父母
身体还硬朗，春节过后，我想去广东打工，等
赚到钱后，再到石门县城，和妻子开一家汽车
维修店。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只要肯干，日
子会越过越甜。”

这时，马泽松的手机响了，是他舅妈打来
的，说农历正月初九，她23岁的孙子要结婚，
请他夫妇俩一定去喝杯喜酒。 马泽松爽快地
答应了， 并打电话将消息告诉还在县城做事
的新婚妻子。马泽松打电话的声音特别柔和，
看得出来，这对蜜月里的新人过得蛮幸福呢！

湖南日报2月2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 为加快推动全省中小企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省工信厅今年将继续
深入实施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行动计划，
再推10万户中小企业“上云”。

我省2018年初启动中小企业“上云”
行动， 至2018年底共有11.2万户企业“上
云”。今年，我省将在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等优势行业推行深度“上云”，提升规模企
业深度用云水平，从资源“上云”逐步向管
理“上云”、业务“上云”、数据“上云”升级，
打造整体云化企业。

推动中小企业“上平台”。平台主要指

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小企业“上平台”包括
设备“上平台”，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和可靠
性，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维修成本；经营管
理应用服务、 运营管理服务、 研发设计服
务、生产控制服务、智能应用服务等核心业
务“上平台”；产业协同“上平台”，让大中小
企业加快融通发展。2019年全省重点推动
5000户中小企业接入20个计划建设的省
级及以上工业互联网平台。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在全国
率先发布了《中小企业“上云”评价指标体系》，
今年将把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作为推动湖
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品牌工作来抓。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陆意

左手扶住半边草鱼， 右手握刀在鱼尾处
轻轻一剁，压住鱼脊柱骨再将刀斜侧一挑，左
手飞快地将鱼骨抽出；再将鱼掉转一头，刀从
鱼头与鱼身连接处轻划一个口子， 反手将鱼
皮剥离……剖鱼、剔骨、剥皮一气呵成，鱼肉、
鱼骨、鱼皮分开后依然形状完整。

这一手绝活， 是极富特色衡阳年味美食
“鱼丸”的基本工序，也是衡阳市蒸湘区雨母
山镇新竹村吴大生的拿手本领。

1月28日上午， 记者慕名来到吴大生的
鱼丸店探访这一衡阳年味。

“鱼丸是我们衡阳的特产，是用去骨草鱼
肉和面粉拌起来蒸熟的，酒席上都算‘硬菜’。
小时候条件不好， 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才
吃得到，想下都尽是味！”今年64岁的吴大生
做鱼丸已经20余年，他说，儿时的味道始终
让他割舍不下。

记者看到，衡阳鱼丸与一般的鱼丸不同，
它并不是圆溜溜的“丸子”状，而呈纺锤形，两
头尖中间粗，大约成人手掌长，活似一条白胖
白胖的“面鱼儿”。些许葱姜碎末点缀其间，则
是它闪亮的“鳞片”。

别看这鱼丸外形憨实朴素， 制作工序却
颇为复杂。 只见吴大生拿起刚刚剔骨去皮的
净鱼肉，反复用清水漂洗、沥干，然后绞成肉
泥，再拌上面粉、鸭蛋清、生猪板油、姜、葱、胡
椒粉等配料，不断糅合摔打直至拌匀。

“这摔打混合肉泥是最关键的一步，要下
大力气反复摔打，让各种原料完全融合，也让
面粉和鱼肉变得更加弹滑， 口感好不好就看
打得到不到位了。”吴大生一边示范一边向记
者解释，衡阳人不说“做鱼丸”而说“打鱼丸”，
就是由此而来。

紧接着， 吴大生要将和好的鱼肉面团捏
成“面鱼儿”了。他左手抓出一大团面，并将手
掌外侧边缘在清水碗里沾一下， 右手拿一把
溜光的菜刀，往左手的面团上左右刮，三两下
一个“面鱼儿”就成型并自动落下。然后上蒸
笼蒸近20分钟，热乎乎的鱼丸就出炉了。

“来尝尝衡阳人的特色年味！”吴大生递
过一个刚出锅的鱼丸给记者。咬下一口，满是
鱼肉的清香，细腻软滑。鸭蛋清和猪油的味道
完全糅合其中，怎一个香字了得！

吴大生说着又捡起一个鱼丸， 两手各捉
一头尖角，将“鱼”的胖肚子对折起来。

“呀！”记者忍不住惊叹，这“白胖子鱼”的
韧性竟极好，随着吴大生手一松，它又弹了回
去，一点断裂痕迹也没有，仿佛一条真的“活
鱼”又舒展开。

“什么是衡阳特色的年味？就是这个软弹
劲！ 现在好多机器做的鱼丸， 价钱便宜又好
看，为什么别人不吃那个，要吃我做的手工鱼
丸？这就是答案，我们从小吃的就是这个味！”
吴大生告诉记者，20多年来， 他始终坚持手
工制作鱼丸，就是为了留住儿时的味道。

而这种味道， 也成了许多在外地工作生
活的衡阳游子的“乡愁”寄托。

“今天就有150公斤订单，我们凌晨2时

就起来杀鱼，准备了一早上，待会就可以快递
送到深圳。”吴大生这里的客户，除了四里八
乡的街坊，还有一大半身在异地的衡阳人，大
家都被他家鱼丸的“老味道”所迷住。

“尤其快过年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都念
旧，想吃吃老味道，我从农历腊月初七开始加
班做鱼丸，每天三四百公斤都不够卖！”吴大
生看着络绎不绝上门的顾客颇有些自豪。

记者粗略数了数，一个上午过去，就有十
多位顾客赶来“抢购”。

“汆汤、溜片、焖烧、下火锅都好吃！我女
儿过年从外地回来， 指定就要吃老吴家的鱼
丸。鱼丸把鱼骨都剃干净了，小孩子都可以放
心吃。我孙子3岁多，从小在外地长大，现在也
爱极了这个味， 年后我还要多给他们带点
走！”来自衡南县车江镇的肖大叔一口气就订
购了近20公斤。

在衡阳人眼中， 走得再远， 鱼丸里裹满
的，依然是家乡的味道。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吴祥淼 吴启荣 吴笛尔

“台湾姑姑回门啦！”2月1日上午，通道
侗族自治县坪坦乡高步侗寨里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小朋友们围着漂亮的
新娘要喜糖，亲昵地唤她为“台湾姑姑”。

新娘是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研究生宫相
芳，2013年起因考察调研与高步侗寨结
缘，并将村民吴仁先认作干妈。因为对侗寨
“亲人”有着深厚情感，宫相芳在新婚后决
定带着新郎回“第二故乡”办一场地地道道
的侗族“回门宴”。

被侗族民俗风情吸引， 每年
要来住三四个月

2013年7月， 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
湘西侗族建筑艺术实习队对通道侗族古寨
等建筑艺术进行考察调研， 当时还是该校
硕士研究生的宫相芳是实习队一员。

“初来这里，就被侗族吊脚楼与当地的
民俗风情深深吸引。古朴的村寨，独特的建
筑，一座座飞渡溪流的桥梁，蜿蜒清澈的溪
水静静流淌， 就像一幅美丽的水彩画。”出
于对侗族独特建筑的兴趣， 宫相芳把研究
生论文调研定在了坪坦乡高步侗寨。

从2013年开始，宫相芳就长期住在高
步侗寨居民吴仁先家。 吴仁先热情地帮助
她解决了食宿问题， 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
至的关怀，让宫相芳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宫
相芳每天行走于高步侗寨各条小巷， 渐渐

融入到侗族群众生活中， 对侗族建筑的研
究、保护与推广有了自己的见解。

后来， 宫相芳每年都会有三四个月的
时间生活在高步侗寨里。

带着新郎回“娘家”办酒，
被“娘家”人的热情打动

“小宫来村里半个月，就能用侗语和村
民进行简单交流了，后来还成了我的‘干女
儿’。”吴仁先说，高步侗寨就成了宫相芳的

“娘家”，她回来办“回门宴”，大家都十分高
兴。

2月1日，天还没亮，吴仁先就领着寨
子里的亲人开始为宫相芳的酒宴做准备。
糯米饭的糯米是亲人们每家每户凑的，寓
意着祝福。更让宫相芳感动的是，寨里一位
大嫂还给她带来了侗族盛装和银饰， 这一
副祖传银饰已有上百年历史了。 穿上这些
珍贵的新娘服装， 宫相芳就是真正的侗家
女儿了。

中午时分， 来喝喜酒的客人们自发集
合在吴仁先家， 举行传统的侗族新娘回门
巡寨仪式。由挑着糯米、腌鱼的亲人带路，
宫相芳领着新郎紧跟其后， 和寨子里的亲
友沿着侗寨走一圈，好不热闹。

“我一直对侗寨办喜事十分感兴趣，
家家户户都来祝福 ， 像是整个寨子的
事。”喝着侗家米酒，吃着腌鱼腌肉，宫相
芳被“娘家”人的热情打动。“结婚以后，
我也会常来，这里永远是我的家。”宫相
芳幸福地说。

湖南日报2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针对
校园APP泛滥乱象，从1月至3月，湖南省网
信办、省教育厅将开展联合行动，对存在问
题隐患的校园APP进行专项清理整治。

近期，一些含有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
业广告及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等内容的APP
进入部分中小学校园，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
正常学习，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而在大
学校园， 从选修课程APP到交电费APP，再
到洗衣服APP，部分校园APP顶着“智能”的
招牌，出着各种离奇的错误；打着“快捷便
利”的幌子，却处处给学生“添麻烦”；软件频
繁“罢工”、广告丛生，让使用者苦不堪言。

此次专项整治，要求全省中小学校、普
通高等学校全面规范校园APP管理工作，
重点摸清因学校教学、管理、服务引进或开
发的APP基本情况，对存在强制使用、利益

裹挟、广告丛生、信息泄露等问题和隐患的
校园APP进行专项清理和整治。 并严格按
照“谁主管、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落实
审查备案制度， 建立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
究制，完善校园APP内容要求、审查标准和
监管办法，加强校园APP日常监管，为广大
师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营造健康、 文明、有
序、安全的网络空间和学习环境。

专项整治期间，湖南省网信办、省教育
厅等部门将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社会影
响恶劣的网站和相关责任人， 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网民举报。湖
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举报
网站：http://wfblxx.rednet.cn；举报电话：
0731-82688060； 举 报 邮 箱 ：hunan-
fuwu168@163.com；移动端举报：微信关
注“网信湖南”进入“网络举报”。

84岁“上班”记
———记湘潭大学退休教授李寿佛

“脱单”的日子越过越甜

鱼丸里的衡阳年味

加快全省中小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今年再推10万户中小企业“上云”

湖南开展校园APP专项清理整治

2月2日，长沙市望城区靖港古镇，游客在八元堂古戏楼欣赏特色民俗节目。春节前
夕，望城区的靖港、铜官、新康等特色古镇均推出了系列春节游乐活动，让游客感受浓郁的
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喜庆过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古镇年味浓

台湾女博士 侗乡回“娘家”

� � � �荨荨（上接1版）
随着房地产快速发展， 房屋类建筑业对

我省建筑业增长贡献最大。去年，全省房屋类
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6916.61亿元，同比增长
15.2%，增长贡献率高达78.6%，同比提升5.4个
百分点，在全省建筑行业中保持主体地位。土
木工程类建筑业、建筑安装类建筑业、建筑装
饰和其他建筑业分别完成产值2132.13亿元、
362.69亿元、170.03亿元，均实现较快增长。

高资质建筑业企业“话语权”明显增强，
促使行业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去年，全省资

质以上建筑业施工总承包企业共2088家，
其中资质等级为特一级的高资质建筑业企
业240家，占比11.5%；签订合同额15716.33
亿元，占全部合同额的72.8%；完成建筑业总
产值5508.99亿元，占全部总产值的57.5%。

各市州中， 长沙市建筑业最为发达，
2018年完成产值4957.72亿元，占据全省建
筑业半壁江山；张家界、怀化、岳阳、娄底、
湘潭、邵阳、益阳7市建筑业总产值增速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张家界市建筑业
增速全省第一，产值同比增长36.1%。

� � � � 1月28日，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镇新竹村，村民在制作手工鱼丸。 成俊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