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肖军 雷
鸿涛 通讯员 周晓鹏 曾伟 ）7月24日，怀
化市委礼堂热闹非凡，雪峰山花瑶艺术团
专场汇报演出在此举行。融入花瑶挑花等
文化元素的特色节目陆续上演，让流传千
年的花瑶文化在现代舞台上大放异彩。

花瑶挑花在溆浦有上千年历史，
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为推进花瑶挑花的传承和保护，溆
浦县结合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在葛
竹坪镇山背村花瑶聚居地建立了花瑶挑
花基地，每年举办花瑶民俗文化节。县文
化旅游部门还在葛竹坪镇山背村、 北斗
溪镇黄田村、沿溪乡黄土坝村修建了3座
传习所。

山背村村民奉兰香是花瑶挑花传承
人， 也是该村花瑶挑花传习所的授课老
师。她创作了600余件挑花作品，还在山

背花瑶梯田景区建立了花瑶挑花专业合
作社， 带动30多位在外务工的花瑶姐妹
返乡创业。 在外创业的龙潭镇80后设计
师谌鲲鹏， 回龙潭镇成立塔塔拉花瑶服
饰有限公司， 以花瑶挑花技法和图案为
原型，设计生产时尚布包、衣裙、围巾、披
肩等。 其塔塔拉花瑶民族风产品设计开
发项目夺得第二届“中国创翼”青年创业
创新大赛金翼奖。

为借助市场力量， 弘扬和传承传统文
化， 溆浦县引进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
公司，开发山背花瑶梯田景区，并通过对花
瑶文化的挖掘，建立了50余人的花瑶艺术
团， 通过花瑶歌舞和服饰展示花瑶民族独
特的魅力。在2015年举办的北京首届世界
旅游发展大会上， 溆浦花瑶艺术团以艳丽
的服饰、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赢得了与
会代表的称赞。

“铁血时代”的
英雄叙述

长篇报告文学《野战主将粟裕》
研讨会举行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陈薇）7月25
日，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株洲市文联主办的

“张雄文长篇报告文学《多是横戈马上行———
野战主将粟裕》研讨会”在长沙举行。中国作家
协会名誉副主席谭谈出席。

张雄文，湖南冷水江人。中国作协会员、湖
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 株洲市作协副主席,出
版有《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闻录》《毛泽东、
粟裕与淮海决战》《蒋介石的枪杆子》《战场上
的粟裕》等著作。

《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由中
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简练、生动而客观的文笔，
以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主将粟裕波澜壮阔的
军事生涯为主线，再现了有“常胜将军”“无冕元
帅”之称的粟裕传奇人生，还原了他智谋百出、谋
无遗策，堪为“无双国士”的高超军事指挥才能和
远见卓识， 也展示了他为守护和平竭忠尽智、枕
戈待旦的忠肝义胆。全书史料丰富，言必有据，特
别是众多老部下和身边人士的回忆录弥足珍贵。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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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孙丽芳

烈日炎炎， 湖南理工学院一群年轻人行
走在平江县的山山岭岭，展开扶贫调研。90后
女教师余思嘉每天写出一篇《扶贫日记》，在
湖南理工学院团委及新闻学院微信平台上推
出，就收到大量点赞。

青年党员主动请缨
“情牵脱贫心所向，新闻学院在路上。不

畏酷暑赴源里，湘莲可口菊花香。村民听闻喜
相迎，诉困难来话家常……”7月24日晚，湖南
理工学院新闻学院女教师余思嘉在平江县木
金乡大兴村村部的简易床边， 写下了这样一
首打油诗，总结扶贫调研的感受。

7月初， 湖南理工学院发起大学生暑期
“情牵脱贫攻坚”主题实践活动“招募令”，召
集志愿者赴平江开展扶贫调研。 新闻学院教
师余思嘉闻讯，主动请缨。

7月20日， 余思嘉和38名教师、78名学生
志愿者，开赴平江县117个贫困村，开展调研。
余思嘉和学生党员欧健华、 欧阳群力组成小
组，开始对龙门镇源里村和木金乡大兴村、木

瓜村3个贫困村的调研，走访200多户贫困户，
完成调研及资料填写工作。

3天完成一个村的走访
“骄阳下，源里村荷花产业基地里的荷花

亭亭玉立，源里村的明天，就像池塘里的荷花
一样，含苞待放……”余思嘉在7月20日的《扶
贫日记》里这样写道。

源里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3户，2015
年、2016年脱贫30户，因病返贫1户，现还有贫
困户24户。21日， 工作小组走访了10户贫困
户， 发现8户因病致贫、2户因劳动力不足致
贫。 他们详细了解了每户的致贫原因、 希望
等，并录入信息。

22日， 他们向着源里村剩下的14户贫困
户出发。 余思嘉决定继续由一名学生采集贫
困户信息， 一名学生采集影像素材和进行问
卷调查。

走访工作持续到晚上8时，除两户因常年在
外工作无法走访外，其余12户全部走访完毕。

挑灯夜战写《扶贫日记》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发挥党员作用，为

扶贫攻坚贡献力量！”这是余思嘉在《扶贫日
记》中写下的心声。每天夜宿农家，她都迅速
将调研信息形成文字，并发回学校。

“扶贫，最重要的是扶志。有了脱贫的志
气，贫困问题就不再是问题。”脱贫户吴建国
这样和余思嘉分享他的脱贫体会。

余思嘉连忙将吴建国的故事记下来；同
行的学生欧健华、 欧阳群力则负责拍摄和整
理文字、音频、视频。

“黄文玲的身上，散发着通过自己的勤劳
把贫困一步步踩在脚下的斗志。 再看黄文玲
稍显昏暗的家，里面除了简陋 ，还充满了
希望……”23日，因被扶贫户黄文玲脱贫的决
心和勤劳打动， 余思嘉团队当晚还赶写了
2500多字的扶贫专题： 脱贫攻坚的关键是扶
贫户要有“脱贫之志”。

24日晚，余思嘉一行告别源里村，挺进大
兴村，住在村部。25日6时许，她就起来做当天
的工作计划。

得知自己的《扶贫日记》受到关注，余思
嘉颇感欣慰：“如果因为《扶贫日记》，大家可
以更多地关注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 我会觉
得非常高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
吉首市委书记 刘珍瑜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大力促
进教育公平， 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中
之重。

近年来，吉首市立足市情实际，在推进
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 积极落实市委市政
府“项目兴市、改革兴市、实干兴市”发展思
路，切实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全力推进教育
项目建设， 全市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
步迈进。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严格落实“以市为
主”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坚持教育经费优
先预算、 优先拨付、 优先追加 “三优先政
策”， 确保了教育经费投入稳步增长。2014
年、2015年、2016年， 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占GDP的比例分别达到3.4%、4.13%、4.38%；
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达
到14.50%、17.07%、 20.18% ； 生均预算内
教育事业费分别达到6239元、8709元、9833

元。2015年、2016年， 教育财政拨款分别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入30.59、16.67个百分点 ，
较2014年有大幅跃升。

加快教育项目建设。 近年来，“项目兴
市”在吉首教育发展中风生水起。2015年至
今，全市校舍、场馆等教育项目建设资金投
入达10亿元以上，实施项目校达52所，实施
项目达78个。 新建吉首市一中新校区投资
达4.5亿元，新建乾元小学投资达0.86亿元，
两校今年秋季将竣工开学招生；此外，吉大
师院附小分校、州民中分校、雅溪中学等新
建学校项目，市四中、雅溪小学、市三小等
改扩建项目加快实施或竣工投用。 近两年
来，全市新增校舍面积20.5万平方米，新增
体育场馆面积42451.8平方米 ， 新增学位
11750个。吉首教育事业实现飞跃发展。

建设优质教师队伍。3年来， 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教师233人，完成公费定向培养小
学教师58名，完成特岗教师招聘计划21人，
教师结构加快优化； 积极组织全市教师参
加国培、省培、“高中学校整体培育”等各级
各类培训提升活动，建立了“教坛新秀”“学
科带头人”等评选办法与制度，积极搭建丰
富多彩的平台， 促进教师专业技能加快成
长；建立了校长培训档案，分期分批坚持组
织中小学校长到北京、上海、江苏等发达地
区培训考察，学校管理队伍能力增强，学校
管理水平提升。

90后女教师《扶贫日记》走红

湖南教育报刊集团协办

加大投入，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溆浦“非遗”花瑶挑花变身时尚新宠

探访湖南非遗文化
7月26日上午，湖南省文化馆，民间艺人为非遗探访队员们表演城步吊龙舞。当天，2017

“BMW中国文化之旅”湖南非遗探访活动车队从长沙启程。本次活动以“探三湘秘境·生机盎
然的精神家园”为主题，由100余名非遗专家、文化专家、设计师、媒体工作者等组成探访小
组，分湘南、湘北两条线路，探访湖南境内4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飨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盛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廖晓菲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