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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莉

12月12日凌晨4时30分，省会长沙，晨曦
还未来临。湖南龙骧巴士公司八车队7路车驾
驶员吴晓红摸黑起床、洗漱、出门上班。

吴晓红当天的进班时间是5时40分。 跟往
常一样，她至少提前十分钟进班，做好出车前的
例行检查，逐一查看车灯、轮胎、发动机、机油、
水箱等部件是否状态良好，不带“病车”上路。

5时40分， 吴晓红驾驶7路公交车从长沙
火车站驶出，驶往位于城南的汽车南站。正常
情况下，她这一天要来回跑4趟，中午1时30分
左右下班。 早餐和午餐都只能利用到站后的
几分钟空隙，狼吞虎咽地吃完。

今年43岁的吴晓红，从学校一毕业就当上了
7路车驾驶员。在这条线路上，她已经跑了21年。

行车21年、80多万公里，吴晓红创造了一
个奇迹般的“三无记录”：无交通事故、无违章
行车记录、无服务投诉记录。2013年，吴晓红
荣获湖南省“三八”红旗手。今年，她当选为省
十二次妇代会代表。

【精彩故事】

吴晓红的车上，常年备着藿香正气水、人
丹、 救心丸等药品。 这些都是她自掏腰包买
的，为的是万一遇上紧急情况可以救急。

2012年8月的一天，一个女孩突然晕倒在
车厢内。吴晓红赶紧将其扶到椅子上，发现女
孩有中暑迹象，连忙喂她服下藿香正气水，并
亲手替她刮痧。女孩醒过来后，连声道谢。

公司规定，乘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吴晓

红还真挨过一次打。
几年前， 一个男乘客在雨花亭站上了吴

晓红的车。上车后，乘客没有投币就径直往里
走。吴晓红喊了一嗓子：“请投币！”谁知这个乘
客掉转头来，甩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吴晓红
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给打懵了， 眼泪瞬间奔
涌而出。但她闻到了乘客身上浓重的酒味，只
好忍着委屈，给对方赔不是，请他坐下。然后
继续开车。

对待乘客，吴晓红想的是“忍一步海阔天
空”。对待小偷，她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一次， 一位女大学生在火车站上车，掏
出钱包投币的时候， 一个小偷站在她身后，乘
其不备将钱包里面的一沓百元大钞全部顺走。
这一切正好被驾驶室里的吴晓红看在眼里。她
疾步上前，一把从小偷手里把钱夺了回来。

有的时候， 吴晓红需要与小偷斗智斗勇。
2011年9月，一位中学生在车上被偷了。吴晓红
马上停车，关闭车门，用扬声器大声喊：“这里
有位学生的钱包不见了， 里面有他要交的学
费， 哪位乘客捡了请还给他。” 连喊几声没反
应，就改口说：“谁拿了钱包，就请丢在地上，不
然我就打110。”同时，她拿出手机准备拨号。这
时，钱包在地板上出现了，学生连连道谢。

【精彩语录】

“公交车司机虽然是个平凡的岗位，但我
只要坐上车，就不想着什么时候下班，就要认
认真真把这班车开好。 我开了21年公交车，这
10米车厢就是我的人生舞台。 我要坚持开下
去，直到退休。”

本报记者 陈薇

我省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先生因病于
12月11日22时15分不幸去世。

在人们的心中，李老是位长寿老人。一
头富有光泽的银发，气色红润，说起话来中
气十足，思维清晰。

伤心、 哭泣， 美术界同仁心情十分悲
痛：“李老，走好。”

独辟蹊径，有“神刀”美誉

李立去世的消息，在业界迅速传开。他
的离去，成为湖南书画界一大损失。

作为名满天下的金石书画家， 李立的
篆刻独辟蹊径。 他刻印无需画稿， 以刀当
笔，刻削如泥，瞬间而成，古朴浑穆，有“神
刀”美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印章作品
或作为国家礼品馈赠各界政要， 或作为珍
贵展品流传于异国他乡， 让众多知音为之
倾倒。他的书法也另有天地，以甲骨、钟鼎
文见长，尤以小篆别具一格，融刀法与书法
于一体，古朴雄奇，力透纸背。其花鸟画则
飘然脱俗，线条洗练，如有金石之声。其笔
下的水仙、红梅、荷花、杜鹃飘逸出尘。

齐白石， 是李立的艺术道路上一个极
为重要的引路人。虽未当面授教，白石老人
却常常寄书函给李立向他传授艺法艺德，
两人的丹青缘一直持续到白石老人逝世。
然而，哪怕是已经名满天下，李立依然谦虚
地说自己只是“大匠门外”，未得大师真谛，
不敢以“白石弟子”自居。

在白石老人的激励下，李立一直以“学
于古人，自造门户”为方向，通过多年的刻

苦摸索， 李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金石书画
家。1990年11月，李立受邀前往台湾进行为
期3个月的个人画展， 当地授予他镌刻着
“开两岸文化交流之先河”、“登峰造极，誉
满台瀛”等文字的银牌奖章。而后，李立又
先后应邀前往日本、泰国、澳门、法国举办
个人书画展，在当地引起轰动。

桃李满天下，尽心提“新人”

接通记者电话时， 胡立伟正在为李老
明天的送别会写挽联。而他，是桃李满天下
的李老的学生。

“李老教我们画画，最早还要追溯到
1974年他在原长沙市第八中学担任美术
教师时。我们风雨同舟40余年，李老一直
是我最敬佩的人。” 胡立伟如今是湖南省
画院副院长，他在电话中回忆说，“李老为
人谦和，几十年如一日。不管谁到他家里
去，他都是一视同仁，先端上来一杯热茶。
每逢省里的艺术家办重要展览，无论资深
的还是年轻的，李老都会送上鲜花表示祝
贺。在艺术上，他不断追求新的高峰，也毫
不保留地告诉我们刻章、上色、笔墨的技
法要点。 他是值得大家爱戴的人民艺术
家。‘丹青传四海，金石著千秋’，是我写给
恩师的挽联。”

李老的一位家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
时说,李老是一个对艺术很执着、极认真的
人。 他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是宁愿撕掉也不
愿意拿出去。一直以来，他都在坚持创作。
即使是住院期间， 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
下，他还会坚持写写画画。他乐观、积极向
上，对生活充满激情。

爱做好事善事，人们忘不了他

李立生前在家乡株洲捐建了两所学
校，一所叫李立学校，一所叫立翁学校。那
是1985年李立回乡探亲时， 看到家乡的孩
子还在破旧矮小的土房子里读书， 便毅然
掏出了当时准备给自己建房子全部积蓄，
捐给了家乡的孩子们修建学校。

做好事、做善事，总会有人记得。
今年3月，李立的家人为其90岁大寿举

办了寿宴，老人家也到了现场。虽然坐在轮
椅上，行动不便，李老还是在家人的扶推下
绕着宴厅转了一圈， 与前来祝贺的众多亲
朋好友打招呼。当时的他被人群簇拥着，一
头银发格外耀眼。 记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宴
会， 并与李老的远房亲戚坐在一桌。 交谈
中， 这位姓李的大婶一再地说：“李老真是
个好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像我这样的远房
亲戚，也受到了他不少的关照。我希望他老
人家能够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虽摆了筵席， 李老的家人却谢绝了所
有客人的礼物和礼金。 还记得一位家人这
样说：“我们只希望大家能来为老人贺寿，
捧个场，热闹热闹。其他的一概不要。这也
是老人家他自己的意思。”

在大家的祝福中，李老度过了90岁大寿。

■链接
李立简介
李立 ，字石庵 ，号立翁 。湖南株洲人 ，

1925年出生。 早年毕业于华中美术学校，
后入杭州国立艺专深造，师从齐白石、潘天
寿等大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南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馆员，中国西泠印社社员，中南大学客座教
授，湖南省民盟书画院名誉院长，长沙理工
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他多次为国家
政要 、世界文化名流等刻印 ，其作品与王
福庵 、齐白石 、邓散木等艺术前辈一并被
选入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著名印人三十
二家 》。力作 《毛主席诗词印谱选 》、《李立
金石书画集》、《文天祥正气歌》 先后在国
内和香港出版 。先后荣获团中央 、全国少
工委授予“星星火炬”一级奖章，中国书法
家协会成立20周年大会颁发的 “中国书
法艺术荣誉奖”、 中国书法家协会颁发的
“从艺60周年成就奖”等荣誉。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张尚武)商品化栽培
水稻，时时需要放眼观市。昨天，省水稻所、农丰
种业联合举办培训班，请广东水稻所专家前来授
课，指导大户种植适销品种，对接主销市场。

“小粒型、泛油光的籼米，适合广东人的
胃口。”广东省水稻所专家周少川称。湖南农
民普遍种植的“黄华占”，就是南销广东的主
力品种；湘南大面积推广的“天龙一号”，也是
从广东的“马坝油粘”改良而来，在广东市场
同样走俏。

据了解，“黄华占”今年在湘种植逾300万
亩，是全省种植面积最大的优质稻品种。周少
川介绍，“黄华占”在越南也大面积种植，从越

南进口的大米虽口感略差， 但价格低30%左
右，有一定吸引力。湖南农民种植“黄华占”，一
定要追求高质量，打造品牌赢市场。

湘米如何提升品质？我省著名育种专家、
农丰种业公司董事长赵正洪提出，良种良法，
生态栽培，实现湘米优化。以“黄华占”为例，农
民购买一级原种，“蜂-蛙-灯”生态栽培，一般
单产可达700公斤， 每50公斤收购价150元左
右，比种普通稻每亩增收500多元。

培训班上，农丰种业“黄华占”高产竞赛
揭晓，58名“田把式”受嘉奖，喜戴大红花。南
县三仙湖农民曾细蛟种植10亩“黄华占”，平
均亩产805公斤，夺得“高产状元”。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李国斌）宫崎
骏动漫视听音乐会、芭蕾舞剧《胡桃夹子》、
话剧《鸡零狗碎的青春》……从本月至2015
年2月，欣赏高雅艺术如家常事。昨天上午，
湖南省演艺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启动
“2015新春演出季”，将有100场演出献给省

内外观众。
据介绍，本次演出季为期3个月，共100

场演出。其中在长沙演出60余场，既有省演
艺集团旗下院团自创的剧（节）目，也有引进
的国内外精品剧（节）目，涵盖话剧、舞剧、音
乐会、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既引进来，也走出去。省歌舞剧院、省
话剧院、省杂技艺术剧院将走出湖南，在泰
国、意大利、葡萄牙、澳大利亚及江西、广
东、北京等地演出近40场。

值得一提的是，12月24日、25日晚，北京
当代芭蕾舞团将在湖南大剧院为观众奉上
由冯小刚监制、 谭盾操刀音乐制作的舞剧
《夜宴》。12月31日晚， 维也纳施特劳斯管弦
乐团新年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上演。2015年
1月20日、21日晚，全球三大芭蕾舞团之一的
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将全新演绎《天鹅湖》。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陈卓）受寒冷天气影响，由韶
山润泽东方集团倾力打造的全球最大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宣布第一年度演出结束。12月10日晚上，2014年最后一场演出在韶山
圆满落幕，预计明年3月恢复演出。

据韶山润泽东方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熊兴保介绍，自4月15日
演出正式公演以来，已累计演出218场，观众达20多万人次，门票收入
近2000万元。这台演出对于改变韶山旅游格局，将一日游变为过夜游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对外宣传韶山和红色文化的一
个重要窗口。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肖
力争） 记者从今天在古丈县召开的省茶叶学
会2014年学术年会上获悉，在科技创新、园区
集聚、资本驱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湘茶产业
呈现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茶园面积、茶叶总
产量、茶叶农业产值均实现较快增长。

最近几年，经济环境和消费结构的改变，
导致茶叶产能增长与消费增长逐渐不对称，
产能增长与效益下滑的矛盾逐渐升级。

与全国形势有所不同的是， 湘茶产销两
旺势头不减，茶农增收、茶企增效仍然保持高
水准。今年，全省茶园面积已发展到200多万
亩，茶叶总产量达到18万吨，茶叶农业总产值
超过150亿元，同比增长20%；安化黑茶、武陵

山区优质绿茶等湘茶代表在全国的知名度不
断提高，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省茶叶学会理事长刘仲华认为， 湘茶逆
势上扬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 园区集聚和资
本驱动。目前，我省已形成一支以高校、研究
所、 龙头企业为主力的茶叶科技研究专职队
伍，成功推出“百年木仓黑茶”、黑茶糖等诸多
创新产品，引领了消费潮流；碣滩茶有机茶产
业园、君山黄茶产业园、茶祖印象中国名茶汇
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与投产， 发挥园区集
聚作用，打造湘茶新增长点；怡清源茶业与维
维集团实现合作， 以及诸多茶企跨界与资本
市场牵手，谋求上市，更为湘茶发展带来强大
的驱动力。

“认认真真开好这班车”
———省妇代会代表、省“三八”红旗手吴晓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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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园区集聚+资本驱动

湘茶逆势上扬

埋头种粮 放眼观市
省水稻所请广东专家为种田大户授课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年度收官
累计演出218场，观众达20多万人次

明年3月恢复演出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杨丹）今天，著名
钢琴王子郎朗来到长沙，出席步步高·新天地
冠名的“明日郎朗·未来之爱”琴童选拔赛的
启动仪式，并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奏。

据介绍，本次大赛面向全国的大中小学，
只要是琴艺出众的音乐少年， 均可前来切磋
琴技。报名时间将从2014年12月12日开始，至
2015年2月28日截止。正式比赛时间则从2015
年3月开始至5月结束。

2015年是步步高品牌诞生20周年，参加选
拔大赛并进入十强的琴童们， 将有机会在步步
高20周年庆典的舞台上秀琴技， 而冠军的获得
者还将与郎朗同台演奏。 郎朗说：“比赛致力于
寻找有音乐天赋的孩童， 将音乐的普及与培养

带入到千家万户，让更多人能享受音乐。”
当下中国的小琴童非常多， 郎朗可谓是他

们共同的偶像。借此机会，郎朗寄语广大学琴的
孩子们：“我希望你们在演奏时不要过于追求技
术，而是能融入更多的感情。一定要真心热爱音
乐，要自己去理解音乐，这样才能有自己的演绎
和风格。钢琴需要感化我们，我们也需要感化钢
琴。我们与音乐之间一定要有良好的沟通。”

“希望用我的影响力为青少年搭建一个更
好的平台，提供一个国际舞台。还有我想帮助
贫困山区的学校建音乐教室， 给他们买琴，教
他们弹琴，让孩子学习音乐。”郎朗说。据悉，上
个月中旬，郎朗已为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中
心学校的孩子们募捐了一间音乐教室。

“明日郎朗·未来之爱”琴童选拔赛启动

李立篆刻作品。 通讯员 摄

“新春演出季”好戏连台
元旦、春节期间100场演出可赏

金石著千秋
———送别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

（上接1版①）
生产特殊钢，其关键设备冶炼电磁搅拌电源直接影响产品质量。针

对国外技术封锁及大电流快速换相等国际难题， 此次获金奖发明提出
了两相电源系统及大电流快速跟踪方法、 多电源输出电流的同频同相
控制和磁场短路环技术等，研制出我国首台兆瓦级电磁搅拌电源装备，
使我国特殊钢的等轴晶率提高到50%以上。 运用该专利技术生产的特
殊钢，已应用到三峡大坝船闸、“鸟巢”等重大工程。

中国专利奖是我国在专利领域的最高政府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授予。本次评奖活动中，株洲南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干线高速车辆的永磁同步牵引系统”等12项专
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超轻型飞机”
等4项专利获得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上接1版②）
副省长何报翔、中国人民解放军96301部队副政委何骏出席活动。

■链接：
通道转兵：1934年12月12日，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为讨论进军方向

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会上采纳了毛泽东同志
“放弃原定方针（北上湘西同其他红军会合），转兵西进贵州”的意见，
甩开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转移，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
遭受的毁灭命运， 为遵义会议召开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奠定了基础，史
称“通道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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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奉永成)国家发展
改革委今日通知决定将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降低170元和400元， 调价执行时间为12月
12日24时。

根据12月12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
规定，自12月13日零时起汽、柴油消费税单位
税额每升分别提高0.28元和0.16元，折合每吨
影响汽、柴油价格分别少降500元和240元。两
个因素相抵，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170元和400元。

据中石化湖南分公司透露，调价后，我省
93号汽油零售价为8629元/吨、6.47元/升，下

调0.14元/升；97号汽油零售价为9115元/吨、
6.88元/升，下调0.14元/升；0号普通柴油零售
价为6863元/吨、5.92元/升，下调0.35元/升；0
号车用柴油(IV)零售价为7233元/吨、6.24元/
升，下调0.35元/升。

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是国家发改委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
品油价格形成的机制而决定的。在此次成品油
价下调之前，国内成品油价格已是8连降。

据湖南省政府参事、 湖南商学院教授柳
思维分析，油价连续下降，交通物流、工矿基
建等用油企业和私家车主将成为最大受益
者，但同时，加油站的零售利润将会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