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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安

4月15日至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考
察，在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
题座谈会时强调，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
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统一思
想 ，抓好落实 ，一鼓作气 ，顽强作战 ，越战越
勇，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扎实
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 为如期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脱贫攻坚这局大棋“开局”顺利良好。党的十
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
我国国情作出“精准扶贫”战略部署，在消灭贫穷
这场没有硝烟的人类战争中开先河、作表率。 神

州大地上，党员干部们响应号召，扶贫开发工作
如火如荼。

脱贫攻坚这局大棋 “中局 ”优势十分明
显 。 近年来 ，每一个月 ，每一天都有脱贫摘
帽的捷报飞传 。2017年2月26日 ，井冈山在全
国率先宣布脱贫 ,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
立后首个脱贫 “摘帽 ”的贫困县市 ；2014年 ，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贡山县干部群众回信中提
到惦念 “独龙族群众居住生活条件比较艰
苦”，2019年4月，独龙族群众整族脱贫。2013年
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 贫困发
生率从2012年的10.2％降到2018年的1.7%。

然而， 前进的道路从来都不会是一马平
川的。 应该看到，脱贫攻坚越往后，不仅来自
深度贫困的“硬骨头难啃 ”，扶贫干部中也出

现了“歇歇脚”“喘口气”等松懈情绪，甚至还
出现了“急躁症”。 可见，要想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这场硬仗并非易事。

化制度优势、人心优势为脱贫“胜势”，方
能一举攻克贫困堡垒。 “夫战，勇气也。 一鼓作
气，再而衰，三而竭。 ”当前，脱贫攻坚的冲锋
号已经吹响，每一位扶贫干部、各级组织都要
尽锐出战，迎难而上，以“建功必须有我”的责
任意识，既种好自己的扶贫“责任田”，又协同
他人拿下连片贫困地，在扶贫领域相互监督、
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共同向前。

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拿出“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就一定能够化“优势”为
“胜势”， 兑现我们党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
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

刘厚廷

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 是长征
路上 “半条被子” 故事的发生地。 “红色旅游
发展起来后， 去年底村里贫困人口全脱贫了”，
汝城县委书记黄四平说道， “沙洲村党员干部
弘扬 ‘半条被子’ 精神， 拧成一股绳、 劲往一
处使， 交出了新时代长征路上脱贫攻坚的优秀
答卷。”

当年， 3名女红军长征途中借宿沙洲村村
民家， 临走时， 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

半留给老人。 老人说， 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
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的人。 “半条被子” 里包裹着中国共产党人为
民服务的初心， 彰显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荣
辱与共、 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的情怀。 “半条
被子”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呼
吸、 共命运、 心连心的真实写照。

只有与群众共冷暖， 苦群众之所苦， 想方
设法解决群众的苦， 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拥
护。 汝城县沙洲村通过弘扬 “半条被子” 精神、
抢抓脱贫攻坚机遇， 将传扬 “红色文化” 与建

设 “绿色家园” 相结合， 不但旧貌换新颜成功
脱贫， 还在2017年成功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
区， 让乡亲们吃上了香喷喷的 “旅游饭”， 没让
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这些巨变， 就是对 “半条
被子” 精神的实干传承， 就是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的生动写照。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是每个共产
党员思想与行为的最高准则。 广大党员要用
“半条被子” 的故事鞭策自己， 以 “半条被子”
的情怀激励 “半辈子” 的奋斗， 永葆对群众的
赤子之心， 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永葆
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扎扎实实干好本职工
作， 用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拼出新辉煌。

张西流 王芳

近日， 一段工人安全帽和领导安全帽
对比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红黄两顶安全
帽猛烈相撞后， 一线工人常佩戴的黄色安
全帽破损严重。

安全帽作为工地工作者人身安全的最
后防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何以工
人安全帽在领导安全帽面前如此不堪一
击？ 安全帽“不安全”背后暴露的诸多问题
不容忽视。

国家对安全帽的基本性能有明确规
范， 根据相关规定， 安全帽的选用要符合
GB/T 30041-2013 《头部防护安全帽选用
规范》要求。 但由于安全帽在生产、销售渠
道和购买、使用环节都存在监管“盲点”，质
量事故时有发生。

劣质安全帽可怕，“劣质”监管更可怕。
在一些建筑工地， 管理现场安全和质量的
监理“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求工人们佩戴

安全帽作业，而不会去检查安全帽材质、安
全性能。加之有的工人心存侥幸，让安全帽
就成了应付检查的摆设。 监管部门对安全
帽的检查也多局限于是否佩戴、 佩戴方式
是否正确，不会检查安全帽质量如何。凡此
种种，都造成了安全帽“不安全”的隐患。

“脆皮”安全帽，敲响劳保监管警钟。保
护一线工人的“头顶”安全，需工地内外兼
治、多管齐下。市场监管部门应追溯生产源
头，加大打击劳保市场乱象力度。对一些电
商平台涉嫌销售低价劣质产品， 要及时关
停或下架产品。 要强化工地现场管理人员
的行业自律， 将工人安全帽的采购使用统
一纳入施工单位管理，并定期抽查巡检。要
举一反三，不仅关注安全帽，对消防器材、
配电箱等设备也应加强质量监管， 并做好
劳保用品配备及职业病防治工作。

安全生产无小事，只有自上而下、自下
而上的多措并举，配之以有力执法，才能真
正为工人的“头顶”安全保驾护航。

别让旧衣回收箱
成摆设

近年来，不少居民小区内都放置了旧衣回
收箱，用来收集处理市民丢弃的旧衣服。 但有
媒体调查发现， 一些旧衣回收箱几乎无人问
津，有的甚至成了垃圾箱。

造成旧衣回收箱“虎头蛇尾”的原因在于：
一是公众不够了解其作用；二是有的居民认为
捐出的衣物去向不明， 所以参与积极性不高；
三是公益组织受困于高昂的物流、 运营成本，
旧衣回收运营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相关监管
既缺位也缺乏规范。

旧衣回收箱看着不起眼，却承载着参与捐
赠者对生态环境与他人的关爱，也反映了基层
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 职能部门应制定规范操
作流程和回收标准，并加强管理 ，确保旧衣回
收箱不成为摆设。 文/杨玉龙 图/毕传国

化“优势”为“胜势”
一举攻克贫困堡垒

以“半条被子”的情怀拼出新辉煌

“脆皮”安全帽敲响
劳保监管警钟

杨朝清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工作6年
后，朱骏（化名）参加了今年安徽省高职专科
的分类考试， 报考的是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的口腔医学专业。省统考文化课满分、校考
第一名的他最终被录取，将进行为期3年的全
日制学习。 这例“博士考专科”的“稀奇事”引
发了网友的关注与热议。

教育是一盏希望之灯， 直接影响着社
会流动。在等级化的“金字塔”里，名校博士
占据高位， 高职院校的专科学历处于低端
位置；在一个人人都渴望“争上游”的时代
里，“博士考专科”很容易被断定为“人往低
处走”。 然而，先后在银行和科技公司上班
的朱骏，并不是因为“混得不好”，而是出于
兴趣和热爱才选择“转身”，跨界进入医学
领域，对他而言，“博士考专科”意味着重新
认识和发现自我， 是为了在这个世界找到
更适合自己的位置。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 ， “教
育只是生活的过程 ， 而不是将
来生活的预备 ”。 在不少人的刻
板印象中 ， 高考状元就应该功
成名就 ， 名校博士就应该在高
校 、 研究机构或者大公司里面
过着体面 、光鲜的生活 。 这种将
学 历 与 工 作 捆 绑 在 一 起 的 做
法 ， 固然承载着对 “读书有用
论 ”的价值认同 ，却有失偏颇 ：

许多高考状元的职业成就并没有公众期
待的那么高 。 一个人的人生不应该被盲
目定型 ，“博士考专科 ” 说到底也是一种
人生突破 。

长期以来， 发展困惑在我国知识型劳
动者和技能型劳动者身上并存： 一些高学
历人才缺乏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 被称作
“高分低能”；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蓝领”
缺乏知识储备和理论基础， 难以更上一层
楼。知识与技能的分割，不仅影响了劳动者
的价值实现， 也不利于科技创新成果的顺
利转化。鉴于此，这位博士毕业生根据自身
兴趣和社会需求又到高职院校学习， 并无
不妥。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 社会心态越
来越多元、 个人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的今
天， 对于那些渴望成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
“博士读专科”行为，我们应多一些理解，尊
重他们“不走寻常路”。

“博士考专科”有何不可

湖南日报评论员

“一辈子勤奋笔耕 ，戏写农民 、曲写农民 、宏
篇著十卷 ，声誉远播荣梓里 ；几十年呕心沥血 ，
国夺金奖 、省夺金奖 、甘愿作人梯 ，艺坛今日哭
先生 。”这副追思挽联 ，是农民剧作家黄士元人
生的写照 。

黄士元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 文化虽
然不高 ，但对土地和农民有着深沉的爱 。特别是
在常德这个戏窝子里长大的他 ， 从小深受文艺
的感染熏陶 。从写民歌 、诗歌 、快板 、对口词入
手 ，到写曲艺小品 ，从写小戏到写大戏 ，60多载
笔耕不辍 ，坚守初心 。他创作戏剧曲艺作品1000
多件 ，出版专著 10本 400余万字 ，成为享誉戏剧
界的传奇式农民剧作家 。 他的作品曾获多项大
奖 。其代表作有大型现代戏 《嘻队长 》《山里哥哥
山里妹 》 《旋转的钞票 》等 ，有曲艺 《特别新娘 》
《瓜中情 》《待挂的金匾 》《生在潇湘多自豪》等。这
些作品不仅赢得了农民兄弟的喜爱和赞赏 ，给
乡村留下了长久的欢笑 ， 而且有的还演进了中
南海 、演到了海外 ，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

一脚泥 ， 一支笔 ， 黄士元写了一辈
子 ， 一辈子写的都是农民 。 他从农村走
来 ，即使后来从事专业戏曲创作 ，也改不
了 “农民味 ”。因为他挚爱那片土地 ，还有
那土地上生活的人民 。 在乡野田间的劳
动中 ，在挑土挖沟的工地上 ，他担当起作
为一名剧作者的使命 。他与农民交朋友 ，
在家门口为乡亲们搭了个凉棚 ， 让他们
坐下来喝口水 、歇歇脚 ，也为自己的创作
收集 “活鱼 ”。有农民朋友来家里 ，鞋上
带着泥就让直接进屋 。他说 ，换了鞋就没
有那股子泥土味了 。真诚的交往 ，使他交
结了许多农民朋友 ，他们的所思 、所想 、
所盼愿意向他倾诉 ， 从而使他的创作源
泉活水奔涌 ，灵感火花闪耀 。一首首脍炙
人口的歌谣 、一句句发人深省的警句 、一
个个感动人心的剧情细节 ， 正是在与老
百姓挚情交流中得来 。《嘻队长 》 中的一
句唱词 “没有公园游菜园 ”，就是他同农
民朋友交谈中获得的原汁原味之语 。

“我叫石榴花 ，我叫水仙花 ，我叫韭
菜花 ，我叫丝瓜花 ，我叫扁豆花……” 黄
士元创作的常德丝弦 《花大嫂赶节 》，唱
词多么质朴风趣 ，农民群众十分喜欢 。因

为这是他们熟悉的花草 、熟悉的风景 、熟悉的生
活 。想农民事 ，说农民话 ，写农民喜爱的戏 ，是黄
士元的毕生追求 。近水知鱼性 ,近山识鸟音 。黄士
元谙熟乡村 ，农民爱看什么戏 ，爱听什么曲 ，他
就用心去写 。每一件精品力作 ，无不是他呕心沥
血之作 。有时 ，为了剧中一个情节 ，人物的一句
道白或唱词反复推敲琢磨 ，甚至念给农民听 ，直
到他们满意为止 。他的作品是通俗的 ，但决不会
为了迎合而媚俗 ，所以没有粗俗的语言 ，没有低
俗的情节 。地方戏曲曾一度衰落 ，常德丝弦 、常
德花鼓戏却因他而复活 ， 常德众多的民间剧团
也因他写的戏而旺盛生长 。

草根艺术家黄士元 ， 以自己一辈子的努
力 ，践行了文艺的 “二为 ”方向 ，践行了习近平
总书记所要求的与时代同步伐 、 以人民为中
心 、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明德引领风尚 ，值得广
大文艺工作者学习 。斯人已去 ，作品不朽 ，口碑
长存 。在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的季节 ，他
走了 。当常德花鼓戏 、常德丝弦响起 ，人们会陶
醉在他创造的艺术情境里 ，会怀想他那朴素亲
切的模样 。

扎根泥土的艺术永具生命力
荨荨（紧接1版）现在经过两年的青年演员
培训班补器乐， 常德丝弦再次生机勃
勃。另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德花
鼓戏也因黄士元创作的《嘻队长》演进
了中南海而成功复活。

常德众多的民间剧团也因黄士元
写的戏而旺盛生长。草坪演艺集团团长
杨英1987年就成立了民间艺术团，走过
唱歌、管乐、跟电视台学小品的路，直到
演了黄士元写的渔鼓、地花鼓、双棒鼓，
才真正赢得了观众，现在省内外一年演
出1000多场。

写农民爱看的戏，演到了
中南海和联合国

“农民追着看他放的幻灯片！”黄士
元当电影放映员时，把自己创作的戏做
成幻灯片， 在放电影前放给农民看，帅
泽鹏是“粉丝”之一。他至今还记得“风
梳头，雨洗脸，麻风细雨是好天，晴天一
天当两天”这几句。鼎城区十美堂镇文
联主席杨鹏对黄士元写的戏百看不厌，
他说黄士元的戏“煞瘾”。

写一辈子农民爱看的戏，黄士元也
做到了。1985年，他看到农村“田分破，
地扯索，黄牛角水牛角各顾各”，写出了
常德花鼓戏《嘻队长》，赞扬互助互爱，
半年巡演120场，1986年7月演到了首都
人民剧院和中南海怀仁堂。1994年，他
呼吁农村女性婚姻自主的《山里哥哥山
里妹》和2000年抨击拜金主义的《旋转
的钞票》， 好评如潮， 两部戏均晋京演
出。2016年1月，他写的常德丝弦《生在
潇湘多自豪》在联合国总部唱响。

黄士元写的戏，《天堂美不过十美
堂》《亲亲常德待客来》赞美家乡，农民
倍感亲切；《待挂的金匾》《枕头风》揭露
官场腐败， 吹廉政新风，《苏大姐做寿》
《祭鸡》讽刺吃喝风人情风，道出了农民
的心声；《未办完的生日宴》《特殊的录
音带》《乡嫂骂夫》 歌颂身边好人好事，
农民需要正能量。

写戏62年，黄士元没有写过一部低
俗的戏。鼎城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金丽
华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黄泥街书商
高价要他写艳情侠客，歌厅老板开价上

百万元请他写段子， 都被他拒绝了，尽
管生活困难，但他说“饿死也不能去毒
害群众”。2008年，一家电视台录常德丝
弦节目，想请他写几段调侃的词，也碰
了钉子，“莫误导青少年”。

10部戏曲专著，1000余部作品上
演，黄士元诠释了一个文艺工作者“讴
歌新时代，回答时代课题，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的使命。

从生活里蹦出来的戏 ，
接通“天线”和“地线”

在黄士元戏剧曲艺创作工作室里，
奖状和奖碑摆满了柜子，黄士元获飞天
奖、曹禺戏剧奖、牡丹亭奖、田汉戏剧
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项国家级大奖
达49个。有趣的是，在常德，他成功的秘
诀尽人皆知。

原鼎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
席王政揭秘，现在很多作者好像只有远
离政治才能写出好作品，但黄士元经常
来文联办公室，要我帮他找区委会议文
件， 还经常去隔壁宣传部找学习资料。
原鼎城区文化局局长、现黄士元戏剧曲
艺创作工作室办公室主任周望德证实，
工作室业务学习，第一项就是学中央文
件，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学《光明日
报》《湖南日报》等，黄士元说“要接通天
线”。

不仅接通“天线”， 还要插稳“地
线”。帅泽鹏知道黄士元在农村时，门前
搭起凉棚引客，田里和农民聊天，小本
子记下乡土语言。 朱晓玲晓得他进了
城，从不让农民朋友脱鞋进屋。鼎城区
花鼓戏保护中心主任章宏评点黄士元
创作有“三度”：广度、深度、温度。黄士
元传授过病友欧进“五镜创作法”：用显
微镜发现生活的变化； 用透视镜看本
质；用反光镜把握时代的脉搏；用望远
镜高远立意；用哈哈镜让群众在笑声中
反思。

黄士元的创作素材从来不“空仓”，
均是他“交四方朋友，干五花八门，勤走
村串户，赶婚丧喜庆，帮群众分忧”得来
的。为什么“嘻队长”“钱一万”等人物
如此鲜活？他回答：“他们都是生活中蹦

出来的。”他给学员们讲课，不厌其烦地
讲，“好作品是板车拖出来， 扁担压出
来，平凡生活里来，金奖银奖不如老百
姓的夸奖。”

他的戏还在写和唱 ，留下
根和魂

3月23日， 鼎城区十美堂镇举行第
六届油菜花节。黄士元病中创作的常德
花鼓《花大嫂赶节》赢得满堂彩。他走
了，他的戏还在唱。

4月16日， 鼎城区草坪镇放羊坪村
党总支书记蒋冬华给记者看他写的《又
唱新事多》，是黄士元《新事多》的续写；
4月17日， 学生曾强鑫接手黄士元未完
成的遗作《哎哟湾的笑声》。他走了，他
的戏还在写。

早在多年前，黄士元就着手培养戏
剧创作人才。2011年， 黄士元倡议每年
春天举办“曲艺培训班”，至今举办了
八届，把鼎城区的文学爱好者都吸引来
搞戏剧创作。2017年， 政府投入50万元
成立黄士元戏剧曲艺创作工作室，黄士
元拉来了退休的周望德：工作室要出人
出作品！为了推新人，黄士元即使付出
很多心血的作品，也从不署名。为了挤
出点钱让成员搞创作，他出门总是挤公
交，出差交通食宿省了又省。

也许意识到自己时间不多了，黄士
元在病房里为周建国召开了剧本讨论
会， 再次雕琢周磊已修改了20多次的
《红锦旗绿锦旗》，农历正月初一和曾强
鑫讨论修改剧本，农历正月初七就问朱
晓玲一季度工作计划，他甚至在病房里
还发展了一个病友写剧本。

黄士元走了， 但他似乎没有走。
74岁的常德花鼓戏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杨建娥， 是与他合作60年的导演，
被他的精神感染 ，脚步匆匆 ，想排出
更多好戏给老百姓看。 青年演员吴
兰，演着黄士元写的戏成长，走进联
合国总部，要把他的宝贵精神传承下
去，不辜负他的期待 ，把更多的好作
品呈现给观众。

黄士元走了，他培的根还在，他铸
的魂永留。

脚沾泥土香 戏赢满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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