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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

经过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主会场的精彩亮相，《丝路金桥》已经成为“一
带一路” 上的文化之桥， 独一无二的文化符
号。它的创作者舒勇也再次被公众瞩目。

9月3日下午，民进会员、当代艺术家舒
勇接受了记者采访。

舒勇外形消瘦，但当他开口谈艺术，他的
话语变得很有力量。

必须做点什么“去唤醒他们”
舒勇出生于山城溆浦， 湘黔铁路是他儿

时与远方取得联系的唯一途径。
“小时候希望能够沿着这条铁路一直走，

走到铁路的尽头。”舒勇回忆，“这条铁路的尽
头对后来的我来说，就是广州美术学院。”

1992年，舒勇租住在广州美术学院附近
的城中村。由于城市和家乡的环境差异悬殊，
舒勇对大城市的第一印象并不美好。 当年的
城中村，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生活在其中的
人对此却已经麻木。舒勇有一种冲动，必须做
点什么去“唤醒他们”。他买来大量卫生纸，铺
在大街小巷。被白色卫生纸覆盖的街景，像一
个坟场。舒勇希望营造一种“世界末日”的感
觉，引起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结果，这个行为
艺术触怒了城中村的居民， 他被愤怒的村民
赶出了居所。

舒勇不断地在不同的场景复制这个作
品， 也不断地遭到批判和驱赶。 但这次尝
试，坚定了舒勇探索环保艺术的决心。他的
环保艺术作品《大地环保》《心系大自然》
《地球在流血》等接连面世，引起媒体和公
众关注，他被冠以“中国环保艺术第一人”
的称号。

对于舒勇自己来说， 环保艺术创作中最
深刻的印象， 是在一个垃圾场上创作的环保
艺术作品被媒体报道，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最
后垃圾场被改造成了绿草地。 这让他看到了
艺术和传播结合产生的力量。

《丝路金桥 》：站在全球化
背景下讲述的中国故事

雕塑装置《生命之花》、公共艺术《九问深
圳》、油画《中国神话》系列、国画《高处》系列、
电影《铸铜墙铁壁》……这些种类繁多的艺术
作品，只是舒勇艺术创作的一小部分。

这些年，舒勇在行为艺术、油画、建筑、电
影、 音乐、 装置等多种艺术创作形式之间跨
界、穿越，绽放艺术之花。在他看来，艺术是一
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都是他表达价值观的手段。

舒勇的艺术之路， 走的并不是科班的路
子。他早期做过设计工作，从事过广告行业，
这些工作让他接触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成为
了另一种可贵的经验和财富， 为他的艺术创
作植入了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基因。

采访中， 舒勇说：“艺术一定要成为推动
社会进步的力量，你要尝试和时代、社会进行
更多更好的互动。”万众瞩目的《丝路金桥》，
正是蕴含了这样一种力量的作品。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语境，长28米、高6
米、宽4米的“丝路金桥”，由2万块“长城砖”
形状的人造树脂水晶砖砌成，色如琥珀。桥体

“花香弥漫”， 每块砖的内部熔铸丝绸制作的
手工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几十
个国家、近百座城市的“国花”或“市花”———
寓意架设“沟通之桥”。这是舒勇站在全球化
背景下讲述中国故事的成功尝试。

迄今为止，《丝路金桥》 先后亮相于米兰世
博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哈萨克斯
坦世博会、中非合作北京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等，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文化符号，彰显了
新时代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合作的姿态和决心。

舒勇表示，未来将启动《丝路金桥》全球
巡展计划，推动“丝路金桥”走向世界，在“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立不同版本的“丝路金
桥”景观雕塑。他说：“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
国家符号，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这是我作
为一个艺术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余蓉
通讯员 李艳芳 唐鹏

9月10日至11日，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
建院60周年系列活动在长沙举行，吸引国内
外专家齐聚，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为湖南杂
技的发展建言献策。

杂技艺术在中国已有两三千年历史。20
世纪40年代，湖湘大地上，民间杂技团队活
跃城乡，受到百姓喜爱。

1959年9月9日，长沙县杂技团、新化县
杂技团和汉寿县杂技团合并成为湖南省杂
技团（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前身），结束草台
班子历史，进剧场上舞台。

随着时代发展， 百姓文化生活丰富，杂
技和许多传统艺术一样，有辉煌，也有艰难。

从追求感官刺激到挑战高难度技巧，从
用杂技讲故事到表达思想，60年风雨路，湖
南杂技不断创新，突破困境，屡获国内外大
奖，到国外商演，成为湖南走向世界的一张
闪亮名片。

思想意境萌芽，奖项“零”突破
72岁的黄日光是湖南省杂技团组建时

的第一批成员。他说，1956年之前，全省的杂
技团体都是家班子，他入的是常德汉寿有名
的谢家班。

“以前的杂技节目为了吸引观众，演的
都是刀杀活人这种刺激的节目。后来，政府要
求去掉不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内容， 发展杂
技技巧。”黄日光说，1955年，他跟随师父进了
汉寿县杂技团，后又进入湖南省杂技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省杂技团的节目
十分丰富，大武术、水流星、柔术咬花、蹬技、刀
火门、椅子顶、走钢丝等，很受群众欢迎。

后来，历史动荡，省杂技团几经波折，于
1973年恢复省团名称。

1986年， 在韶山学习了2年的黄日光回
到省杂技团，担任学员队队长。

“在学习中，我认识到，继承是发展的基
础，杂技训练要有科学的规划和方法。”他开
始了教学改革，拟定教学大纲，提升学员的
学习水平和效率。

1988年， 省杂技团迎来建团以来的奖项
“零”突破———柔术造型《春蚕吐丝》《晃球顶
技》在首届新苗杯全国杂技比赛中获得金奖。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董事长赵双午是
《春蚕吐丝》的两名表演者之一。她回忆，在
她参赛之前，《春蚕吐丝》已有师兄师姐表演
过。不过，此前的版本仅仅是用树叶作为舞
美背景，演员穿白色衣服。而参赛版的《春蚕
吐丝》将树叶作为表演道具，杂技动作也是
结合蚕的习性特征设计的。

从此，湖南杂技开始在简单地展示动作
之外，有意识地表达思想，展现意境。

此后，湖南杂技在国际国内的杂技大赛
中接连获奖，达40多项，成为中国杂技军团
的一支劲旅。

《梦之旅》，北美商演600多场
“从2016年到2019年，湖南省杂技艺术

剧院创作的杂技剧《梦之旅》在美国、加拿大
商演超过600场，很不容易。现在的市场环境
下，国内的杂技节目每年走出去100场就很
不错了。” 9月11日，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安宁感叹。

从前，群众文化生活匮乏，各种演出往
往一票难求。后来，观众选择多了，杂技被逼
着要改变。杂技的包容性很强，20世纪90年
代，全国杂技院团都在拼命吸收其他艺术的
优点，探索创作杂技主题晚会、杂技剧。在此
背景下，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先后创作了大
型主题晚会《芙蓉国里》、杂技剧《梦之旅》等
大型节目。

2015年，该院创作演出的《梦之旅》以抽
象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在梦境中寻找太
阳鸟的青年的种种奇遇。该剧通过戏剧表演
的手法将各种杂技技艺串联起来，表达了人
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不屈不挠，最终会获
得幸福的理念。

该剧不仅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获得第五届湖南艺术节“田汉特别奖”，还作
为湖南省演艺集团“纯粹中国”国际演艺品
牌项目在美国、 加拿大进行驻场演出和巡
演，超过600场，覆盖观众70多万人次，全部
都是商业演出。它不但走入了北美的主流剧

场，还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耶鲁大
学等世界名校，使美国社会对中国杂技艺术
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据介绍，今年12月至2020年2月，《梦之
旅》将赴西班牙进行为期3个月的商业巡演，
约80场。

跨界融合，探索杂技新路
9月10日晚，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最新

创作的跨界融合舞台剧《加油吧，少年！》在
湖南大剧院上演。

该剧讲述了杂技学员小宇在毕业前夕
意外受伤，对杂技梦想产生了动摇，在老师
和同学的帮助下战胜自我， 重新走上舞台，
成为一名优秀杂技演员的故事。该剧首次推
出了“杂技+”理念，将杂技、戏剧、舞蹈、音
乐、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巧妙融合，结合多
媒体技术，营造出梦幻般的杂技世界。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创作这部剧时，有
一批学员即将毕业，剧院便想为他们打造一
部有质量的毕业作品。创作团队认为，杂技
要在现代社会葆有生命力，必须考虑现代年
轻观众的兴趣。同时，他们还想向国外观众
传播中国当代文化。于是，想到将国外流行
的音乐剧与杂技结合。

音乐剧要唱歌、说台词，这恰恰是杂技
演员的短板。平均年龄15岁的小演员们恶补
戏剧表演课，努力找舞台感觉，最终用质朴
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观看演出后，许多杂技界专家说：“非常
亲切，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作品主题鲜
明，充满正能量，反映了当代杂技人的真实
生活和情感。”

“从这部剧中，我看到了湖南杂技的希
望。”中国杂技团艺术总监、原中国杂协副主
席孙力力说，从《梦之旅》到《加油吧，少年！》
可以看到，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不仅注重演
员杂技基本功的训练，还特别重视艺术修养
的培养。她认为，这是未来杂技发展的方向。

对于赵双午来说， 她还想进行更多尝
试，创作观众喜爱的精品节目，让“吃青春
饭”的杂技演员走得更远。这样，湖南杂技才
能走向更大的辉煌。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黄婷婷 通
讯员 李英姿）“往年都是招人难， 现在我们
可以挑选高层次人才了。”8月27日， 衡阳镭
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肖小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得益于衡阳2018年开
始实施的青年人才集中引进计划，公司2018
年收到的简历比往年增加了30%，今年求职
投递简历的研究生数量大幅上升。 目前，公
司员工2/3为研发人员， 极大增强了企业创
新水平。

镭目科技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对公司发展
至关重要。今年27岁的王林超，研究生毕业
后来到镭目科技，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他
告诉记者，除公司发放的工资外，每个月可
享受政府发放的2000元生活补贴，月收入
达到8000多元，还能得到一次性购房补贴
7万元。诱人的待遇，让他毅然选择留在衡
阳发展。

除了帮企业解决招才引智的难题，衡阳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镭目科技得以轻装上阵
闯市场。据了解，2019年上半年，镭目科技共

享受减税786万元， 其中软件企业增值税即
征即退就有615万元。

政府办事效率的提升让企业受益良多。
镭目科技5月在网上申报了2018年度研发奖
补资金42万元，6月便公示了名单，8月拨款
手续已全面办妥。肖小文介绍，这笔资金目
前已用于订购新的测试设备。

近3年，镭目科技的销售收入不断攀升，
分别为1亿元、1.5亿元和2亿元。目前，企业
已投资8000万元，将1万多平方米的研发大
厦设立在衡阳。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黄婷婷 通
讯员 李英姿）“百亩茶山万斤油， 又讨老婆
又盖楼。”8月27日， 记者走进湖南大三湘茶
油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衡南县的油茶基地，进
门即可看到这幅醒目的标语。大三湘董事长
周新平告诉记者，近3年来，大三湘在带动众
多农民增收的同时，还上缴国家税收2000多
万元。

周新平介绍，大三湘是一家从事油茶研
发、育苗、种植、精深加工和产品销售为一体
的全产业链企业，目前在衡阳常宁、祁东、衡
南，永州宁远等地，与当地2000多户农户签
订了荒山租赁协议4万多亩， 每年可为农户
带来现金收入约525万元。

大三湘以创办合作社的方式带动农民
增收。在常宁、祁东两地创办油茶种植专业
合作社，由公司统一提供新栽苗木、肥料以
及技术， 合作社组织社员负责油茶新栽、低
改等管护工作，公司与成为合作社社员的农
户按股分红。通过这种模式，入社农户每亩
年增加收入200元左右， 共计每年为农户增
加收入1000多万元。

油茶产业的发展，也给当地的贫困户提供

了就业机会。油茶基地除草、施肥、翻地等，均
优先聘请贫困户做临时劳务工，2018年共聘请
贫困户127人，支付临时工工资52.39万元。

目前，大三湘还在为当地农户拓展新的
增收渠道。公司目前正在探索“千家油茶庄
园”模式，让农户成为“庄主”，发展以家庭农
场为核心的油茶庄园，以现代化油茶生产为
基础，实现休闲度假、健康养老、教育文化等
多种功能，促进油茶产业的融合发展。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慧 向柳）“来自省内外的订单越来越
多。”今天，湖南雪峰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中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得益于银行信
贷资金扶持，公司生产规模今年再上新台阶，
产品供不应求。自精准扶贫开展以来，全省健
全金融扶贫政策体系， 创新金融扶贫产品服
务，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近2000亿元，为
脱贫攻坚注入“金融活水”。

用好货币政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介绍，全省加大再贷款投放，支农再
贷款余额逾146.8亿元， 其中扶贫再贷款
110.1亿元。组织实施省农行“三农金融事业
部”、 县域农商行定向降准， 累计释放资金
211.6亿元。

深挖金融扶贫服务站功能价值。 全省建
立金融扶贫服务站6923个，金融服务进村入

户，实现贫困村全覆盖。推动服务站、助农取
款、农村电商“三站”融合共建。对成效突出的
地区，给予扶贫再贷款倾斜，协调银行免押金
安装支付机具，给予手续费优惠。将信贷、支
付、电商由“分散”变为“集中”，为扶贫产业融
合发展提供支点。 省财政对每个站点奖补不
超过2万元，省商务厅整合电商扶贫资金给予
支持。

建立金融支持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全省
建立涵盖1000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名
录清单，对进入清单的主体实行主办行制度，
提供“一对一”服务。省内多家银行创新“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基地+贫困户”等产业扶贫信
贷模式，带动全省产业扶贫贷款快速增长。围
绕金融与扶贫产业对接、财政与金融结合等，
打造金融扶贫示范区。 目前全省产业扶贫贷
款余额655.8亿元，同比增长48.5%。

湖南杂技，创新中蝶变 爱国情 奋斗者

“艺术一定要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专访民进会员、当代艺术家舒勇

衡阳让企业轻装上阵闯市场

镭目科技三分之二员工做研发———做强大企业 培育小巨人

油茶果成了致富果
大三湘以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探索油茶庄园新模式

精准扶贫在三湘

“金融活水”进村入户
全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近2000亿元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张尚武）亚
太区域农机合作前景广阔。 今天开幕的亚太
农机检测网技术工作组会议透露， 亚太农机
检测网相关各方将共同努力， 促进亚太区域
农机试验方法和标准统一。 湖南农机抢搭标
准化快车，加快“走出去”恰逢良机。

此次会议由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
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和省
农机鉴定站联合举办，来自俄罗斯、印度、日
本、 马来西亚等17个国家的50多名专家、技
术人员参加会议。 与会代表在省农机鉴定站
开展农机现场测试，讨论质量手册草案，召开
手扶拖拉机、喷雾喷粉机、水稻插秧机的技术
工作组研讨会。

近年来， 省农机鉴定站探索出制标准、编
大纲、拓能力、搞鉴定、进补贴、促发展等“六步

走”的新产品鉴定推广途径，先后开展了植保
飞机、水稻有序抛秧机等10多种农机新产品鉴
定；大力推进标准化与农机科技创新，制定国
家标准《三轮船式拖拉机》《脱粒机试验方法》
2项，制定行业标准《轻型履带拖拉机》等10多
项、地方标准《遥控飞行植保机》等30多项。

提升标准化水平， 湖南农机加快“走出
去”。 省农机部门组织企业赴俄罗斯考察，推
动中俄合作农机产业园项目； 湖南组团赴印
度、斯里兰卡、泰国参展，双峰米机、衡阳小型
耕整机、拖拉机畅销东南亚；湖南研发的20
多种中小型水田作业机械走俏亚太国家。

亚太农机检测网于2013年正式启动， 旨在
推动亚太地区农机产品检测结果的互信互认，提
升农机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保证亚太区域范围内
农业机械可持续发展及农机产品的生产贸易。

湖南农机加快“走出去”
9月11日，道县横岭瑶族乡丰本山村瑶家黑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饲养员在喂养黑山羊。近年，该乡充分利用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强产业、精准扶贫富瑶胞的新路径。目前，全乡共
发展养殖产业9个，成立农业产业合作社6个，引进产业企业3家，吸纳1000余名贫困群众就业。

蒋克青 陈云国 摄影报道

特色养殖
富瑶胞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易禹琳）8日
下午，著名音乐家、艺术家、教育家谭盾与湖
南电广传媒签订合作协议， 由湖南电广传媒
独家代理在大中华地区范围内拓展他的艺术
活动、教育实践和公益事业，并共同在长沙梅
溪湖打造全球首座声音博物馆。

谭盾与湖南广电的结缘由来已久。2001
年他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大奖载誉
归来， 便助阵了当年的金鹰电视艺术节经典
音乐会。今年6月，他的新作《敦煌·慈悲颂》在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巡演，
二者的合作更为紧密。

据谭盾介绍， 这座“声音博物馆”，既是

一档由湖南卫视制作并播出的电视纪录片，
也是一座实体建筑。谭盾将携手数名寻音者，
用5年的时间走遍全球， 收集各国的声音遗
产， 探寻中华文明在浩瀚时空里流淌于丝路
的袅袅余音，最终形成一个集视频、展览和现
场演出为一体的全新物种， 一个基于高科技
和新艺术而产生的博物馆，将声音流传于世。
而他的《敦煌·慈悲颂》在国内首轮巡演6座城
市时，同期拍摄的纪录电影《听见敦煌》将于
2020年在全国院线上映。除声音博物馆在当
天正式启动外，谭盾还有“音药沙龙”等构想，
并透露即将和电广传媒共同创立谭盾创意与
教育专项基金。

谭盾携手湖南电广传媒

全球首座声音博物馆落户梅溪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