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雨艳）5月23日至25日， 由湖南省演艺集团出
品、湖南省话剧院创排的大型现实题材话剧《沧
浪之水》受邀进京参加“第五届中国原创话剧邀
请展”活动，在中国国家话剧院连演3场。

话剧《沧浪之水》改编自著名湘籍作家阎
真的同名畅销小说，由国家一级编剧毛剑锋执

笔改编， 湖南省话剧院优秀青年导演刘锷执
导，国家一级演员王峰、石岗领衔主演。该剧展
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知识分子池大为心怀理
想，在不同观念冲击下，历经苦闷、挣扎，最后
回归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

该剧自2018年6月6日首演后， 先后在全
国各地演出近30场，以强烈的真实感和现代表

现手法赢得业界和观众的好评。
在5月25日举办的研讨会上， 中国话剧协

会主席蔺永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刘平、著名编剧盛和煜等专家认为，该剧
表现了严肃的现实生活，弘扬了正能量，引发
现代人的共鸣和思考。 编剧改编巧妙，导演手
法新颖，演员的分寸感拿捏得很好。

《沧浪之水》晋京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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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彭国锋 陈昌国 ）5月23日晚，北京市全
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祁剧唱腔高亢，现代舞台
背景美轮美奂，帽形燥鼓等传统乐器伴奏余音
绕梁，特别是失传已久的祁剧最原始的伴奏乐
器祁胡，经过大家不懈努力，再次“现身”，把人
们带入基层脱贫攻坚一线。 5月23日、24日，大

型现代祁剧《向阳书记》在该中心连续上演，每
场观众座无虚席，好评如潮。

大型现代祁剧《向阳书记》由祁阳县祁剧
团创作、编排，是中国文联文艺创作扶持资助
项目，也是该项目实施以来，湖南省唯一获资
助的戏剧类作品。

《向阳书记》以全国人大代表、基层村支书

王在德、向平华为原型，演绎了一个小山村脱
贫攻坚的故事。在大城市当经理的向之远当选
村支书后，想在村里创办一家服装厂，带动大
家脱贫致富。然而，待他恩重如山、一心为公的
老支书却不支持他，加之有人挑拨离间，困难
重重。最后，经过向之远的坚持和努力，服装厂
终于开工，村民们实现脱贫致富。

《向阳书记》“火”京城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羊漾 杨庆怀）今天，湖南图书馆
举行“书香致远 志愿同行”2018-2019年
度文化志愿者服务总结表彰大会。 湖南
女子学院志愿服务团队、 木果心理志愿
服务团队二支团队获评优秀志愿服务团
队， 舒飞颖等10名优秀志愿者及20名志
愿服务之星受到了表彰。 十多年来，湖南
图书馆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共有120余万
人次投身文化志愿服务事业。

据介绍，2001年， 湖南图书馆文化志
愿者服务队开始开展志愿服务， 并于2013
年正式挂牌成立。截至2018年底，服务队已
有注册志愿者2.2万余人（含团队人数），累
计服务时长达300余万小时；阅读推广文化
志愿者3000人， 服务时长达3.3万小时，参

加馆内外文化活动2万余场。
近年来，湖南图书馆通过实施文化志

愿者招募培训、注册管理、考核激励、总结
反馈等制度，力求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文化
志愿者服务队伍，形成了“爱心助盲服务”
“社区、 学校知识援助计划”“乡村学校爱
心图书室援建”等一系列具有图书馆特色
的志愿服务品牌。 其中，“书香承载梦想
阅读点亮人生”助盲志愿服务，获得中国
盲文图书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的
“全国优秀助盲组织团队奖”；“用心点亮
世界，用爱构筑和谐———湖南图书馆文化
志愿者服务视障读者” 服务项目， 被原
文化部评为2013年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
年优秀示范项目。该馆是全国唯一获此殊
荣的公共图书馆。

书香致远 志愿同行
湖南图书馆文化志愿者120余万人次服务大众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今天，省推进“两山”（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联席
会议2019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
开。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省委
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谢建辉，副省长
吴桂英出席。

会议指出，推进“两山”建设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的重大决策，是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提高站位、抢抓机遇，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两山”建设。

会议强调，要明确目标，着眼“一年打
基础、两年有成效、三年成规模”，着力集聚
资源，建设标志性项目、平台、建筑，引进标
志性企业、人才，把“两山”打造成环境最优
美、服务最高效、设施最先进、资源最集聚、
生态最完整、国际有影响的“名片”。 要把准
定位，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要坚持以“城”
为主统筹各方资源，围绕“大学城、科技城、
创业城、文化城”，加快组建管委会、整治交
通线路等。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要聚焦
“文化+科技、内容+技术、国际+国内、研发+
制作、视频+视听”，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
一批平台、引进一批项目。

省推进“两山”建设联席会议强调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加快“两山”建设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李光

5月21日上午，雨过初晴，麻阳苗族
自治县兰里镇苍冲村9组的龚开苏正哼
着小曲， 在离他家不远的小山坡上为黄
桃修枝、疏果，不亦乐乎。

龚开苏今年52岁， 曾是当地出了名的
贫困户。 近年来，在扶贫政策支持下，他通
过自身努力，不仅脱了贫，还成了当地有名
的“黄桃专家”，带领他人脱贫致富，实现了
人生“三级跳”。

眼下，龚开苏果园里的黄桃有“小鸡
蛋”大，长势喜人。“搭帮党的好政策，让
我这条‘穷鱼’翻了身。 ”龚开苏一见记者
便喜笑颜开地说， 接下来他将更加努力
干，创造美好的小康生活。

“政策给力，我要争取尽早
脱贫”

龚开苏曾在福建一鞋厂打工， 小有
积蓄。 为了照顾老人和培养小孩，2011年
他放弃技术主管职位，回到家乡发展。

刚回家乡，他便用积蓄修建羊圈，托
人担保贷款5万元， 从山东采购27只羊
苗，风风火火搞起特色养殖。 哪曾想，一
年下来，因缺技术和管理经验，羊只卖了
5000元，让他血本无归、债务缠身。

“像龚开苏这样肯干的，扶他一把，
准能站起来！ ”2014年，龚开苏家被评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并申请到5万元免息
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咱也不是缺胳膊少腿，党和政府这
样帮我，还能说啥？ 干就得了！ ”龚开苏
说，尽管当时脸上有点“挂不住”，但有了
产业发展资金，小孩读书、老人就医的费
用也不要太操心， 他心中那团想要脱贫
的火越烧越旺。

2014年初， 正逢麻阳在兰里镇谋划
发展黄桃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龚
开苏看到了新希望。 但凡县里组织黄桃
种植技术培训，他从不缺席；县里“不解
渴”， 他又跑到外地学……几个月下来，
龚开苏俨然成了行家里手， 当年发展黄
桃种植面积10余亩。

尽管如此， 龚开苏还是日夜钻研黄
桃种植和管理技术，不敢有丝毫放松。 龚
开苏的母亲介绍：“自从种下黄桃， 龚开
苏一有闲工夫就往桃园里钻， 就差没在

桃园里打地铺了。 ”
2015年下半年， 龚开苏种的黄桃小

批量上市，颜色亮丽、口感香甜，深受市场
青睐。“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龚开苏激动
地说，“第一炮” 打响后， 他忘记了苦和
累，不断有序开发荒地、荒山种植黄桃，

“政策给力，我要争取尽早脱贫”。 如今，
龚开苏开发种植的黄桃总面积达60亩。

2017年， 龚开苏的黄桃种植收入超
过7万元， 成功甩掉了贫困帽子；2018年
黄桃种植收入达13万元； 预计今年将产
黄桃3万公斤，收入将超过20万元。

“谁找我，我都愿意教”
龚开苏在种植黄桃获得丰收的同

时，也成了当地有名的“黄桃专家”，经常
有人来向他请教黄桃种植和管理技术。

“开苏，我那黄桃叶子卷缩了，是不
是得了什么病？ ”记者当天在果园采访龚
开苏时， 苍冲村的龚开成和王华急匆匆
跑来向他请教。

“你看这片叶子已经卷缩了，是一种
缩叶病，需要及时清理。 现在是黄桃疏果
的关键时期，要及时剪去多余枝叶，摘掉
多余的黄桃果， 这样才能让阳光穿透枝
叶，让剩下的黄桃充分吸收阳光，这样种
出的黄桃才又大又甜。 ”龚开苏现场教授
当前管理的技术要点， 龚开成和王华频
频点头，并竖起大拇指。

“现在，一年要剪多少次芽，施什么
肥，什么时间从事什么管理工序，龚开苏
心里有一本谱。 ”龚开成微笑着说，龚开
苏是大家公认的“专家”，种出的桃子质
量上乘。 消费者尝过他家的黄桃后，都成
为了回头客。

龚开苏不仅免费向大家提供技术，
2017年还发起成立麻阳大山黄桃专业合
作社，注册了商标，运用电商平台，帮助
和带领4名贫困户脱贫。 前来学习的王华
就是其合作社成员之一。 从2017年开始，
他一直跟着龚开苏种植黄桃， 目前种了
黄桃20亩。“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黄
桃不会种得这么好。 ”王华说起龚开苏，
满怀感激。

“谁找我，我都愿意教。 ”龚开苏表
示，但要想日子越过越红火，还得靠自己
肯干加苦干。 今年卖了黄桃有了钱，要修
一条几百米的马路上果园， 方便自己和
村民上山采摘水果，节省人力成本。

记者在扶贫一线

龚开苏的“三级跳”

� � � � 5月25日， 由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联合工会主办的“强技能
提素质”教师技能大赛在湖南省
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第三幼儿园
举行，通过比赛达到“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的目的，掀起教师们
勤学苦练、提高技能的热情。 大
赛分为独舞、独奏、说课、独唱4
个项目， 共有54名选手参加比
赛。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强技能
提素质

荨荨（紧接1版①）“为推进项目建设，我们举全
区之力，力量力度均前所未有。”零陵区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主任李超群介绍。
建设过程中，各级各部门全力保驾护航：实行
一天一会商，一天一调度，任何问题都在第一
时间给予解决，特别在水、电、天然气等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方面，快速跟进，特事特办。

隔潇水与零陵古城相望的东山景区，于
2018年元旦开园。“东山景区是草圣怀素习练
书法和柳宗元吟诗会友的场所， 名胜古迹多。
东山景区的规划理念以青山为背景，流水为灵
魂，邀请国内顶尖团队进行规划设计，最大限
度保留原有文物遗迹。” 项目建设负责人张晓
亮介绍，不仅法华寺、武庙等景点完全依照原
貌进行工程修复，连东山上的古木大树都设法
完整保留下来。

“零陵古城”、东山景区、萍洲书院等一大
批古城项目的相继建设， 让古城规模迅速扩
大,“城区景区”融为一体。“城区面积从原来
的2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40多平方公里， 几乎
扩大一倍。” 再加上一批城市小游园及相关旅
游配套设施的建设，古城零陵城区正在融汇成
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景区。

文化气息弥漫，历史古城韵味浓
古色古香的候车厅，古城墙、古名人雕塑、

青石板、古街道……如今，走在零陵区的街道
上，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

零陵，千年古郡，文化名城，自西汉建郡，
迄今已有2000多年。“做好文化名城的保护工
作，特别要做好‘古’文章。一方面加大对历史
文化遗址的修缮和保护，另一方面，将历史文
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中，让城市彰显历史文化
名城特色，让古城弥漫文化气息。”零陵区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近几年， 零陵区累计投入20多亿元用于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按照“修旧如旧” 原
则， 对人民路、 柳子街、 正大街等街区以及
安康广场、 四医院等重要节点进行全面立面
仿古改造。 在“零陵古城”、 东山景区等地建
起文化雕塑和牌坊。 还恢复部分古城墙， 重
砌3公里多古城河道护栏， 修建100多个仿古
式的候车厅等。 此外， 还邀请国际名模刘雯
专程回乡代言拍摄零陵古城形象宣传片 《潇
湘从这里开始》，聘请国家一级编剧、国家一级
作曲家、 国家一级导演创作跨界融合舞台剧
《潇水长歌》，以《捕蛇者说》为原型排演的话剧
已在东山景区演出40余场。“古城古韵真是越
来越浓。”市民们由衷感慨。

走在零陵，不仅有一种古城的味道，更能
感受古文化的味道。如今，随着古城零陵建设
的不断推进，群众对家乡零陵的自豪感、幸福
感明显增强。

“雕刻”乡村,留住美丽乡愁
在白墙黛瓦的周家大院， 春天油菜花香，

夏天莲荷舞动， 极富地方特色的乡村歌舞表
演，令人垂涎的乡村美食……这个掩映在乡野
的古老村落，近年来也以其古风古韵迎来全国
各地的大批游客。

作为零陵区“下乡”精品旅游线路重要节
点的富家桥镇，近年来累计投入2亿多元，打造
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周家大院，及贤水河、何仙
姑、荷塘月色等一批乡村旅游精品景点。“实施
30多万平方米刷白工程，对200多座房屋进行
仿古风格改造，特别是积极推进周家大院古院
落修缮工程。目前，小镇一年接待游客10多万
人。”富家桥镇党委书记唐海军介绍。

零陵区按照“田园景观化、村庄景区化”标
准，围绕“永州之野”精品线路高标准打造自在
香零、 荷塘月色、 仙姑花海等一批景区景点，

“百里花果带”建成紫薇景观带和四季花海。随
着一个个景点打造，乡村美景如画。全区申报
了两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6个国家传统保护
村落，打造了涧岩头、芬香等一批“明星古村
落”。昔日柳宗元笔下盛产异蛇的“永州之野”，
正在变成一片令人神往的新天地。

城市变大了，变美了，游客多了。 去年，零
陵区旅游人数突破6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0亿元， 比3年前均实现翻番。 古城建设的发
展，带动了全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去年，全
区完成地方生产总值229.3亿元，增长8.1%；规
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4%� ，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均位居永州市前列。

沿着柳宗元的足迹， 行走在潇水河畔，一
座美轮美奂的千年古城，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
们款款走来。

千年古郡迷人眼

荨荨（上接1版②）
翻看4号线的运行图， 这条全长33.5公里

的“地下长龙”，下穿了湘江、浏阳河、龙王港、
圭塘河、石长铁路、京广铁路、南湖路隧道、营
盘路隧道，上跨长株潭城际铁路，并与已经运
营的地铁2号线在地下相交。如此复杂的地质，
给施工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

而难中之难， 是溁湾镇站的地下掘进施
工。

溁湾镇站是4号线与2号线的换乘站。而在
地下，这两条地铁线交会处的最近垂直距离仅
2.86米；再往南，盾构机穿越岳麓山下岩溶发
育区，溶洞上软下硬，硬岩段多，施工难度大。

面对难关，唯有前进。四号线建设公司与
施工单位、专家学者等群策群力，在现场反复
察看研究， 先后制定了多套施工技术方案，最
终决定首次在长沙采用一种水平旋喷桩的方
式施工。

这种施工方式， 如同给4号线盖上了一个
“罩子”。即，在2号线底部、4号线顶部之间的岩
层，“打”一圈半圆形水平旋喷桩，注入的水泥
浆与土质中的砂、水混合，由此确保顶部结构
的坚固性。

2号线运行安全是否受到影响？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运用智能化自动监

测系统实时监测，一旦发现数据异常，立即采
取措施，确保了2号线安全运行。”4号线项目安
全质量部副经理肖浩林回忆，那段时间，自己
和同事们驻扎工地，24小时轮流值守， 最牵挂
的就是施工安全质量。

2016年12月16日，溁湾镇站顺利封顶。

攻克“世界难题”，给车站穿上
防水“皮肤”

2017年夏天， 湖南人不会忘记那场历史
罕见特大洪水。

彼时， 紧邻湘江岸边的长沙地铁4号线各
车站施工正酣。洪水过后，它们却经受住了洪
水的考验，均无渗漏现象，获得业内赞誉。

原来，这些车站“穿”上了一种新“皮肤”，
把车站“裹”得严密无缝。这种被称为“皮肤式”
的防水工艺，较好解决了地铁车站及隧道渗漏
水的“世界难题”。

“这层‘皮肤’，就是在车站四周喷涂的一
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涂料。” 肖欣欣向记者解
释，传统防水施工一般采用防水卷材，会形成
拼接缝，存在一定渗漏风险。这种速凝材料，能
与混凝土融为一体，并可以拉伸10倍，就像是
生长在混凝土表面的“皮肤”。而且这层“皮肤”
还具有自愈能力， 即使在上面钻孔也不会漏
水。

这种新型“皮肤式”防水技术荣获2016年
度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攻坚克难， 创新不止。 在4号线建设过程
中，一项项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涌现：

以“引、冲、铣”多工艺结合的新工法完成
遁地穿楼，采用微扰动盾构下穿湖南大学碰撞
实验室、湖南大学工程馆，确保对教学活动的
零影响；在最小竖向净距仅5.4米的地质下，成
功下穿南湖路过江隧道；首次取消车载制动电

阻，大大提高了列车安全性、乘车舒适性、节能
环保性，降低了运行维护成本……

刻楮工巧，车站装饰各具特色
5月25日，4号线试运营进入最后倒计时。

全线崭新的25个车站即将开门迎客。
走入4号线岳麓区段的几座车站， 不禁让

人眼前一亮：站内装饰各具特色，刻楮工巧，彰
显人文。

汉王陵公园站，门阙、斗拱、车马行云图、
柱头的卷云纹等装饰风格，古朴厚重。湖南师
大站，以古代竹简为设计元素，“书卷”翻开为
造型， 营造出如倚窗翻阅书卷的文化气息。湖
南大学站，以古树、岳麓枫叶为设计元素，展现
千年学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厚重底蕴。
在全线25个车站，均设有单独的母婴室，充分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试运营在即，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四号线
建设公司总经理邓武充满期待。

“地铁4号线是长沙轨道交通‘米’字形架
构中，西北至东南的重要一笔，也是目前最长
的地铁线路。希望我们的付出能为广大乘客提
供便捷安全的出行选择。”

1500个日夜淬炼、4年光阴磨砺， 只争朝
夕携手拼搏，长沙地铁4号线蓄势待发。

■工匠感言

以一流工作、一流服务、一流业绩、一流团
队，建设安全地铁，打造精品工程。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四号
线建设公司总经理邓武

攻坚地铁4号线

荨荨（紧接1版③）筛选25个品种，分别对应
绿茶、黑茶、黄茶、红茶、白茶等适制性茶
类，为五彩湘茶奠定良种优势。

示范绿色高效栽培。试验示范“两段
法”育苗、覆膜栽培，确保新建茶叶基地快
速成园；推广茶树病虫绿色防控、绿肥替
代化肥等技术，确保“五彩湘茶”的绿色品
质，农民每亩茶园节本增收500元以上。

推进机械替代人工。组装完善机采机
制技术、 夏秋茶提质增效关键加工技术、
茶叶加工生产线模块化智能化技术。专家

团队自主研发系列茶机， 涵盖茶园耕作、
采茶、 制茶等主要环节， 人工成本节省
70%；一条生产线兼制多种茶类，一杯茶
融入100多个工艺参数，提升“五彩湘茶”
的标准化、清洁化水平。

集成经营管理技术。针对茶叶市场的
变化，包小村带领专家团队，既研究种茶
制茶， 又深入研究营销和经营管理技术，
对接茶企茶农，开展电商培训，努力让好
山好水种好茶，“五彩湘茶”卖好价，开辟
茶农增收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