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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记者 姚瑶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说起朗读，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人
们常用“琅琅书声”来形容校园。小时
候，我们背起书包，走进学校，每天的晨
读、每日的课堂都离不开它。然而近年
来，随着升学压力的增大，不少老师和
家长忽视了对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朗
读水平降低不仅在中小学生中普遍存
在，也成为许多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一
个急需改善的问题。

为了让朗读回归人们的视野，首届
“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以下简
称朗读者大赛） 于6月20日在长沙正式
启动。短短3个月，这场以朗读党报为主
要形式的大型全民阅读活动便覆盖了
湖南近百万名青少年儿童，在三湘四水
掀起阵阵热潮。

朗读者大赛为何如此有人气？朗读
对青少年有何重要意义？9月15日，华声
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本召接受了
记者采访。 作为朗读者大赛的总策划
人，朱本召告诉记者，看到朗读之风蔚
然兴起倍感欣慰，他坦言，此次比赛更
是为不爱朗读的青少年准备的。

不爱朗读的人更要来参赛
目前，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

者大赛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
据了解， 全省已有106个县市区开展启
动仪式，200余所学校组织参与其中。人
气爆棚之余，不禁有人疑惑：策划这样
一场朗读大赛的初衷是什么？

朱本召表示，开展湖南日报朗读者
大赛活动， 不仅是加快媒体融合创新、
促进读报用报工作的有益探索，也是开
展“有声、有形”阅读，建设书香湖南的
重要尝试。

众所周知，语言表达能力已成为现
代人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之一。如何让
自己的想法能不受拘束地、 声情并茂
地、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朗读就是最
基本的训练方法。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
为全省青少年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只要
朗读《湖南日报》任意一篇作品，并上传
自己的朗读视频至新湖南读者频道，即
可参赛。这样零门槛的活动，让平时不
善于朗读的孩子，也有机会在公共场合
下展示自己。 让朗读成为一种风气，一
种生活习惯。这就是初衷。

撕掉“枯燥”“生涩”的标签
为何这次大赛要选择《湖南日报》

进行朗读呢？
朱本召坦言，说起《湖南日报》，不

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枯燥”“生涩”。在这
里，他想撕掉这些标签，给大家“安利”
一下这份报纸。70年来，《湖南日报》在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作为“湖南
日记”的书写者，始终坚持在路上、在基
层、在现场，记录每一个“中国梦·湖南
篇章”的追梦历程，她的报道都是准确、
及时、权威、充满正能量的，非常适合中
小学生阅读。

在启动仪式上，来自长沙市清水塘
第二小学的同学们为大家朗读了1949
年8月《新湖南报》创刊号文章，带领现
场观众穿越了70年新湖南波澜壮阔的
辉煌历史；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学
生们齐声朗诵了2019年5月《湖南日报》
编辑部五四献词《永远的青春记忆 不
朽的历史丰碑》，鼓舞大家昂扬向上、奋
勇向前。这些文章铿锵有力，不仅能培
养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更能帮助他们树
立远大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朗读者大赛活
动将持续至今年年底。大赛期间，凡参赛
者投票数达到5000票， 即可收到来自组
委会颁发的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
者大赛“传播之星”电子荣誉证书和晋级
总决赛电子证书。同时还设有“贝尔安亲”
周读报排名奖励， 每周获得票数最高的
十位同学， 将由组委会统一颁发荣誉证
书并给予物资奖励。通过线上投票、线下
海选和专家评选， 最终将有2000人成为
“湖南日报优秀朗读者”，100名优胜者角
逐金、银、铜话筒获得者和湖南日报杰出
朗读者称号。 这些优胜者不仅有机会参
加8名专家授课的暑期集训，还有机会被
聘为2020年湖南日报特约播音员， 参与
2020年湖南日报音、 视频版录制和华声
影视中心电影、MV音乐电视的拍摄。

朗读党报为思政内容“增彩”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枫树山鸿铭小

学校长贾峰对于学生参加朗读者大赛
持何种态度呢？

“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阅读的好
习惯都将让人受益终身。作为学校管理
者更应该重视对学生阅读活动的引
导。” 贾峰十分支持学生参加朗读者大
赛， 他认为，“昭昭然乾坤， 朗朗读书
声”， 当一个人能够肌肉放松、 铿锵有
力、抑扬顿挫、情感饱满地诵读时，他的
记忆力、注意力、感知能力，自然而然就
会得到提高，人也会变得自信许多。

在贾峰看来，学校办好思政课，为青
少年立大志、筑梦想，是一项至关重要的
工作， 而朗读党报这样的活动正好丰富
了学校思政课的内容。据了解，朗读党报
早已成为鸿铭小学每周的少先队课的常
规活动。通过朗读党报、深入浅出地讲解
党的政策方针，师生们不仅扩大了视野，
播种了红色思想，更提高了政治站位。贾
峰透露，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学校将举
办与党报相关的知识竞赛、 演讲比赛以
及“我在党报里”“党报伴我成长”“党报
里的故事”等主题教育活动，拉近学生与
党报之间的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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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陈大勇 李云

湘西山区，山脉绵亘，众壑如聚，群
峰如怒。

矮寨大桥，横跨德夯大峡谷，如垂虹
玉带， 直出缥缈云天。 其桥梁主跨长达
1176米，距谷底垂直高度355米，在横跨
大峡谷的钢桁梁悬索桥中，为世界之首，
施工难度也是世所罕见。

海内外专家称之为桥梁设计史上的里
程碑，能“入选任何一本桥梁设计教科书”。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推荐为“十
大非去不可的世界新地标”。

盛誉之下，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持设计建设矮寨
大桥的胡建华又一次打好行囊， 带领他
的团队，转战大江南北。

那时曾年少 一眼定终身
1983年， 时年17岁的胡建华正读高

三。机缘巧合之下，他看到了一本讲述我
国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书， 被一代桥梁宗
师“天堑变通途”的传奇故事深深吸引，
便立志要从事桥梁专业。

当年高考， 胡建华以数学满分的好
成绩进入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深造。

“我家在常德澧县，一来离家近，重
要的是这里也有我喜爱的桥梁专业。”回
忆起自己的选择与当时别人的不理解，
如今的胡建华一脸淡然，“失败了， 是笑
话；成功了，也对得起自己的选择。”

“最终没有成为别人嘴里的笑话，却
活成了别人眼里的传奇。”一旁陪同采访
的同事王为笑着说。

30余年来， 胡建华主持建设了湘西
矮寨大桥、 岳阳洞庭湖大桥等20多座具
有首创意义的桥梁工程， 发明了被誉为

“第四种架桥方法”的“轨索滑移法”，成
为了我国工程建设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之
一。

胡建华刚入桥梁设计领域， 就展现
出了不凡的才华，早在1993年，他作为设
计负责人主持设计的广东湛江海湾大
桥， 便引起了国内外桥梁设计公司的高
度关注。

新加坡九鼎工程公司更是数次登门
拜访， 开出了十倍于国内薪水的优厚待
遇邀请他加盟。 但胡建华毅然选择留在
了国内。

任它山高水长 我只架桥飞渡
八百里洞庭，中国第二大淡水湖，烟

波浩渺，景色壮美。
1995年， 胡建华主持设计洞庭湖大

桥。在如此辽阔的水面建斜拉桥，是选择

桥梁主跨跨径大、 工程造价高的两塔方
案，还是主跨跨径小、工程造价低、但国
内尚无先例的三塔方案？成了一个难题。

对此，胡建华说，我国斜拉桥不能永
远停止在两塔， 由两塔到三塔总是需要
人跨越的。

从此， 岳阳君山一人多高的芦苇荡
里多了一群不速之客， 这就是胡建华带
领的设计团队。沼泽遍地，蚊虫肆虐，每
次勘探回来，都被咬出一头一脸的红疱。

几个月的摸爬滚打， 团队里每一个
人都瘦了一圈， 做出的相关资料可以摞
满一辆小车。2000年，岳阳洞庭湖大桥通
车，开启了国内多塔斜拉桥建设的序幕。

2004年， 胡建华领衔设计建造矮寨
大桥，他带领20多位桥梁设计师，开始在
德夯大峡谷安营扎寨。

湘西矮寨地势险峭， 施工难度在国
际建桥史上十分罕见。 为了勘察桥基选
址， 胡建华带领团队每天上山下山两个
来回，当时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疾病，
但还是拄着拐杖，咬着牙坚持。每天下山
来在帐篷里疼得睡不着。

勘探选址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由于
周边环境恶劣，施工场地极其狭小，运输
条件极其困难， 该桥主梁架设成为一项
技术难题。为此，胡建华带领团队自主研
发了“轨索滑移法”架设新技术。使原本
需要13个月的工期， 不到3个月就完成
了。

颠覆传统的轨索滑移法也成为悬索
桥施工的“第四种方法”，被交通运输部

评价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桥梁技术领域
具有“中国首创”意义的原始创新性成果
之一。

1998年主持设计的益阳茅草街大
桥， 胡建华主持开展了我国第一个钢
管砼拱桥方面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
目， 为行业规范制订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

2003年主持设计的佛山平胜大桥，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混合梁悬索桥新结
构， 发明了悬索桥主梁顶推架设新工
艺。

2009年起先后主持设计的株洲枫
溪大桥、杭瑞洞庭大桥，是国际上首次
在重大桥梁工程设计中实现了钢-超
高性能混凝土轻型组合结构，是钢-超
高性能砼轻型组合桥梁领域的先行
者。

30余年来，胡建华主持设计的大桥，
在世界桥梁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赋予每一座大桥生命的温度
“建桥，不仅仅是简单的钢筋混凝土

的组合。一座好的桥梁应该承载历史的厚
度、 文化的广度与生命的温度。” 胡建华
说，“应该考虑到与周边环境的契合，与生
态的融合。”

矮寨大桥横跨的德夯大峡谷风景壮
丽， 以传统的方式修建大桥将对环境生
态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为解决这一难题，胡建华创新性地采
取了塔梁分离式结构，将加劲梁与索塔分
离，路从塔下面的隧道过，索塔立在隧道
顶上。

“胡总创造性地提出并采用塔梁分
离式新结构， 减少山体开挖量达67万立
方米。不仅节省了工程投资，也保护了当
地的生态环境， 做到了桥梁建筑与环境
的和谐统一。”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李瑜介
绍。

如今， 矮寨大桥已经成为了中外闻
名的景区。旅游旺季时，每天来这里参观
的游客超过一万， 每年给当地带来旅游
收入近8000万元。

矮寨社区的龙甲苗（音）大爷把在外
打短工的儿子儿媳喊了回来， 在大桥底
下开起了幸福苗寨农家乐， 一年全家增
收3万元左右。

“旺季时来吃饭的游客多得很，搞不
赢。”龙大爷笑呵呵地说。

像龙大爷家的农家乐在矮寨镇上还
有很多。在他们眼里，矮寨大桥不仅带来
交通上的便利， 也是一座通往幸福的大
桥。

� � � �胡建华 通讯员 摄

胡建华：
赋予每一座大桥生命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