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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刘颉武

“十一”国庆长假，许多走进湘西十
八洞村的游客惊奇地发现：从老人到小
孩，多数村民都能说上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国
家繁荣发展的根基，推广普通话、助力
脱贫攻坚行动更是一项民生工程。据
统计，在全省约4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中，101个县市区56.5万青壮年重点
人群参加了普通话培训。

10月13日，在全国语言文字会议
上，“湖南经验”在全国推广交流。记者
从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了解到，
湖南不仅“推普”工作做得好，地方语言
资源保护与开发应用能力也走在全国
前列。

瞄准学校和贫困县，
“推普”工程多项领先

2020 年 1 月 14 日，当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公布2019年湖
南省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水平抽查结果
时，很多人大吃一惊：偏处武陵山区的
张家界市合格率高达 99.17%，排名全
省第一。省会长沙市以98.53%屈居第
二。不过业内人士并不意外，因为近年
来，湖南瞄准学校和贫困县“推普”，下
了很多功夫。

语言文字工作，被省教育厅纳入对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年度工作评估考核
内容。2018-2020年，湖南连续3年面
向全省101个县（市区）开展县域普通
话普及调查工作，累计调查 91684 人
次，摸清普通话水平不达标的中小幼教
师数4.5万人，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的普

通话学习需求数6.6万人。
摸清了底数，送培下乡。湖南不仅

将中小学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
能力培训提升纳入“国培计划”和“省培
计划”，同时面向新化、芷江、安化、平江
等重点贫困地区，自筹经费举办10余
期语言文字骨干教师研修班，累计培训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语言文字骨干教
师近5000人次，打牢基层人才队伍基
础。

推广普通话，老师是关键人物。自
2015 年起，湖南在全国首创开展全省
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水平抽查工作，5
年来累计抽查教师26880人次，各市州
组织开展教师普通话继续教育达50万
人次以上。其中全省文科类非语文教
师普通话合格率由 2016 年的 88.57%
提升至2019年的93.34%，成效明显。

要推广快，先要服务好。湖南开发
了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管理信息系统，
水平测试相关业务全流程“一站式服
务”。目前，全省已建成114 个普通话
培训测试站，260 个测试点，并计划在
2020年推动全省所有普通高校基本完
成普通话测试站建设工作，形成完善的
省、市州（高校）、县市区三级工作网络
体系。为让大家都来学，湖南省语言文
字工作者协会编写了指导用书《普通话
训练与测试》，由科大讯飞开发了“畅言
普通话”APP，可免费学习跟读评测。

推广普通话，大学生是主力军。湖
南 2018 年 7 月发文，要求大中专院校
学生全员参测。10月15日，据科大讯
飞提供的数据，已有767219 名大学生
在校内完成测试。而“十三五”期间，全
省共完成普通话水平测试176万人次，
规模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全省普通

话普及率总体达 86.25%，圆满完成国
家既定的80%的普及率目标。

官方呼民间应，“语保”
风景全国独有

“ 蒂 芥 媭（丁 点 儿），吡 蟢 泡 啦
（脏）……”10 月 15 日，在京工作多年
的杨先生翻开家乡父母官著的《品味湘
乡话》一书，惊叹于“最难懂”的湘乡方
言后深厚的文化内涵。

湖南境内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
客家话等多种大区方言，还有湘南土
话、乡话等系属暂未确定的方言。方言
是一个人无形的身份证和文化标签，可
很多奔大城市而去的年轻人不太会

（想）讲家乡话了。让人称奇的是，在普
通话强力推进的湖南，方言的保护却成
了独特的风景。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湖南省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鲍厚星的话说：湖南语保人脚
踏实地，敢为人先，不负国家重托。在
湖南出现的政府团队和民间团队并驾
齐驱、交相辉映的局面，在全国绝无仅
有。

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2015年12
月，湖南省教育厅和省语委启动语言资
源保护工作，共设立汉语言方言调查点
100 个，其中 20 个点为自筹经费建
设。历经4年，至2019年底，先后执行
4批调查计划，完成了全省100个调查
点的任务，数量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民间热烈响应。2015 年，由湖南
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汪涵个人发起并
资助的“湖南方言调查‘響應’（响应）计
划”在省内开展57个方言调查点项目，
在全国尚属首例。目前已完成了53个

方言点的调查摄录。该团队还拍摄了
方言微电影5部，其中4部获奖。

在高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昕如和陈晖、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瞿建慧、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授胡萍等众多专家在湖
南方言研究和保护上卓有成效，并提出
了建立濒危语言文化生态保护区，让语
言保护回归家庭，在母语氛围下自然习
得等建言。

湖南成立了省级语言资源保护中
心，专家队伍建立了，发音人和志愿者
招募了近2000人。2019年，湖南语保
工程一期项目全部一次性通过国家验
收。2016年至2019年，湖南语言资源
保护工程获得国家立项共100项，位居
全国第一。

在这样的湖南，2018 年首届世界
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这里举行顺理成
章。多国政要、大使，以及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
200 余人齐聚岳麓，以保护语言多样
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保护
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在
这里诞生。《岳麓宣言》的意义非同寻
常，它是当今社会人类保护语言资源
达到科学认识的里程碑标志，又是指
导世界范围内科学保护语言资源的纲
领性文件。

10月15日，记者从湖南省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获悉，政府的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已进入编纂阶段，《中国语言资
源集·湖南》可在2021年上半年出书。
同时，还将出版《湖南语言资源图鉴》。
大家关注的中国语言博物馆，正积极申
请在湘建设，得到了教育部、国家语委
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名片】
张凤玉 ，女，1978年8月生，湖南沅

陵人，土家族。扎根乡村22年，先后在
沅陵县麻溪铺镇李家村和洪江市安江
镇金花村卫生室任村医。2020年8月被
评为湖南省“最美乡村医生”。

【故事】
10 月 11 日，洪江市安江镇金花村

卫生室。室外秋阳正暖，室内欢声笑
语。扎着银针的老人、挺着大肚的孕
妇、流着鼻涕的男孩、疑患坐骨神经痛
的小伙……张凤玉一一妥善处理。不
断有人叫着“张妹子”闯进来，也有老人
安坐着，只笑眯眯地望着张凤玉忙前忙
后。

一口安江话的张凤玉，如果没人提
起，都让人忘了她是200公里外的沅陵
嫁过来的外地媳妇。原在老家沅陵县
麻溪铺镇李家村当村医，被同学“蓄谋
已久”地娶到金花村，就再没挪过窝。
12 年了，这个 676 户人家、2400 余人、
20 个小组的村，谁家什么情况，谁有什
么病，张凤玉了如指掌。人人有她的电
话，连镇上敬老院的老人、砂石场的工
人也经常打电话来问诊寻药。

“张妹子对我们最好啦！”62岁的贫
困户杨春花见到张凤玉就笑成了一朵
花。她有肾病、糖尿病、高血压，儿子在
外打工，她守着一个80多岁的婆婆和读
小学的孙女生活。张凤玉经常上门来量
血压测血糖送药，还帮她到处申请补
助。52 岁的贺美兰在医院做了子宫全
切，焦虑得不敢一个人睡觉。晚上，张凤
玉上门去三言两语解开了她的心结。90
岁的向承先老人卧床后，时常召唤张凤
玉，听到她说“诊得好”才舒眉展眼。

一过节就喜事多，张凤玉最担心 5
组的胆结石病人和2组的肾结石病人，
吃不得荤腥油腻，一发病都是晚上。有
一天3人胆结石发作，张凤玉忙到早上6
点，才把最后一个病人转诊到医院。

挽起袖子给病人检查，张凤玉两条
胳膊上都有疤。那是有一年中秋过后
的晚上，一名古稀老人癫痫大发作，张
凤玉拉上丈夫送医上门，守到老人病情
稳定已是深夜。回程，摩托摔到高坎
下，到家才发现两人都血糊糊的，自己
胳膊摔伤了，丈夫下巴上磕了好大一个
口子，张凤玉连忙给他缝了几针。可摔
过后，张凤玉照样骑摩托往外跑，因为
金花村10组在高高的界背山上，下了摩
托还要走40分钟山路，那里的村民已习
惯了她每月都去随诊，见面都叫她“张
扶贫”。至今，张凤玉骑坏了 4 辆摩托
车。

村民们信任张凤玉，因为张凤玉千
方百计想治好他们的病。治骨伤、蛇
伤、烫伤、带状疱疹、输尿管结石的技术
和“方子”，她都去拜师学来，洪江市举
办的急诊急救操作、中医适用特色技术
等各种培训班没缺过一堂课。肩颈痛
是很多人都有的病，这几天，张凤玉又
学了中医微针技术的掀针手法，正在自
己身上做试验。村民向再英患类风湿
关节炎多年，多次住院疗效不明显，张
凤玉不知翻了多少书，给她内服中药、
外敷草药和穴位注射，三个月后，向再
英居然能下床走路了。

黄昏时分，张凤玉关上卫生室的门
归家。有个小男孩咳嗽，妈妈自行在药
店买了药，但几天不见好转，张凤玉带
上药贴和口服的药送到她家里去。一
路上，敬老院的老人捧着一碗饭，拉住
张凤玉要聊几句；晒场上扬谷子的男子
叫住她，说自己喉咙不舒服需要点药；
一名妇女撩开衣服给她看带状疱疹治
疗后的印迹。家里，公公婆婆做好了饭
等她，只希望她每天好好吃饭。

抗疫期间，“最美抗疫人”张凤玉忙
得没时间回家，吃烤糍粑度日。女儿读
高三了，也没时间照顾。说起这事，张
凤玉说的是：我们这里的村民好，组织
起来给我们送饭，把家里要做种的红薯
都给我们吃了。

张凤玉考上了执业医师证，多家医
院抛来橄榄枝，张凤玉拒绝了。现在，
村干部又要换届了，镇领导希望张凤玉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但张凤玉婉拒
了。虽然村医收入低，工作时间长，没
节假日，但张凤玉爱这份工作，她说：我
和村民们互相依赖，我离不开他们，他
们也离不开我了。

离别时，张凤玉告诉记者，金花村
原来叫金鸡湾，传说飞出过一只金鸡。
记者替村民们庆幸：金鸡飞走了，但凤
凰飞来了，张凤玉就是那只凤凰。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叶

生活在军事上积贫积弱的朝代，宋
人的烦恼显然不少。但这个朝代，又是
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上的“黄金时
代”。宋人简、净、静、雅的生活状态和
生活美学，近年来备受人们推崇。

10 月 15 日，原创大展“闲来弄风
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在湖南省博
物馆开展。本次展览首次大胆地将展
览内容策划、艺术设计、教育活动融合，
目的就是请游客以宋人为镜，静心细
品：如何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纷繁现代
生活中，守住心的宁静。

沉浸式体验“宋之风雅”

清幽的光影中，当代简约风式样的
庭院场景徐徐展开。古乐悠悠，暗香浮
动，琴、棋、书、画、诗、酒、花、香、茶……
错落有致。好一派雅致生活，进入展
厅，心突然就静了。

古琴、陶瓷器、书画、青铜器、银器
……入选的 80 件/套左右的文物均为
精挑细选之品，来自湖南省博物馆、四
川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
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福建博物院等12
家文博单位。本次展览策展人、湖南省
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树金介绍，展览紧扣

“慢生活”主题，选取了宋代文人雅士日
常生活中的 9 个生活片段进行复原展
示。

没有讲解员讲解，但展览说明足够

详细。尽可闲庭信步，慢慢体验。湖南
省博物馆藏的宋代“万壑松风”琴边就
有一把琴，你可抚琴自弹。可品茶的桌
椅后，就是被制作成动画的刘松年《撵
茶图》，它描绘了磨茶、点茶、挥翰、赏画
的文人雅士茶会场景。把“视、听、嗅、
味、触”五种感官全部打开，安心感悟生
活的美吧。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先忧后乐’；面对
生活和仕途的起伏，则‘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王树金说，儒家的平和谦恭、道
家的清净自然、佛家的明心见性，使得
宋朝文人无论得志或失意，都能表现出
从容的气度。他们不追求权力与财富，
重视生活的品位与情趣，知道自己生命
的意义所在。这些人生哲学无不展现
在其生活中。

“宋代的士大夫与山水画是相互成
就的，他们理想的山林是天开地阔、环
山绕水、苍松掩映，驾一叶扁舟便可与
飞鸟同渔。因此，宋代的山水画显得孤
清、寂灭、幽远，同时又令人神往。”王树
金说，比如“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松
寿图》。画幅上端，还有宋宁宗赵扩行
书七言诗：“道成不怕丹梯峻，髓实常欺
石榻寒，不恋世间名与贵，长生自得一
元丹。”

诗作更是直抒胸臆。《陆游自书诗
卷》中的 7 首诗，均为其 80 岁所作，书
写极其放松，然笔力遒劲、气势磅礴。
诗中描述了其归隐后恬淡自足的村居
生活，抒发了对漫长人生路的感慨和超
脱。

常州博物馆藏宋代毛笔、扬州博物
馆藏北宋“仲举澄泥”铭砚……一组“文

房四宝”构建出宋人挥毫泼墨的场景。
王树金说，“文房四宝”的称呼宋代已出
现，但两宋士人更喜欢的称谓是“文房
四士”或“文房四友”。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
事之谓也”

清代张潮《幽梦影》提出古代文人
慢生活理论：“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
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山，
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
书，天下之乐，莫大于是。”

“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
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
世。”王树金说，若问“闲”的正确方式，
热爱生活的宋人是绝佳范例。

僧侣饮茶、文人品茶、皇家茶宴、平
民斗茶图片，展现了宋朝的全民“茶
热”。王树金说，宋代上自帝王下至普
通民众，不同阶层对茶事活动的参与及
热爱程度堪称史无前例。茶先苦后甜
的物性，更与宋朝文人的人生际遇、品
性有着天然的契合。宋朝文人流行煎
茶，这样最能保留茶的真味。北宋的汝
窑青瓷托盏展现了宋人的茶具审美：釉
色追求自然纯净，纹饰简洁无华。其
中，青白瓷“如冰似玉”备受文人雅士推
崇。

品茗雅谈时，暗香浮动，见香却不
见烟。王树金指着一组熏炉、铜香匙解
释道，“隔火薰香”的品香方式在宋朝盛
极一时。即在秸灰中浅埋香饼，隔火熏
香，香味舒缓地散发而无烟气。

饕餮纹铜尊、“大晟”铜钟等仿古青
铜器，则是宋代统治阶级期望“复古为
三代”（夏商周），通过新制礼乐、礼藏于
器，重建社会秩序的物证。

湖南日报 10 月
16日讯（记者 陈薇）
今天，省文联在长沙
举行大型交响叙事
组歌《苗寨的故事》
首 演 新 闻 发 布 会 。
据悉，由中国音协、
湖南省文联主办的
大型交响叙事组歌

《苗寨的故事》首演
将于 10 月 21 日晚 7
时 30 分在长沙音乐
厅举行。

作为我国第一
部表现新时代“精准
扶贫”首倡地“首倡
之为”的大型交响叙
事组歌，《苗寨的故
事》由省文联组织创
作，是省文联脱贫攻
坚主题文艺创作三
年行动计划 2017 年
签约项目。该作品
讲述了美丽神秘而
贫穷偏僻的湘西苗
寨通过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精准扶
贫的重要论述摆脱
贫困实现小康的感

人故事，反映古老苗寨在党的领导
下发生的历史巨变，讴歌新时代苗
族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和奋斗精神，是一部表现重大时代
主题、充满浓郁民族风格的音乐史
诗。

该作品由省音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国家一级编剧金沙作词，省
文联副主席、国家一家作曲孟勇
作曲。整部组歌分为《云雾深处》

《春风吹来》《太阳升起》等 3 个乐
章、共 17 首歌曲，每个乐章采用极
具湘西苗族特色的围着火塘唱苗
歌的方式作引子，男声独唱、女声
独唱、齐唱、男女声二重唱、领唱
与合唱、童声与合唱、混声合唱、
无 伴 奏 合 唱 等 表 现 形 式 丰 富 多
彩。据了解，为创作好这部作品，
词、曲作者历时近 3 年，长期深入
十八洞村等湘西苗寨体验生活，
作品凝结着作者扎根生活的心血
与汗水，组歌中的“苗寨”既是十
八洞苗寨的特指，又是湘西所有
苗寨的缩影，也是全国所有贫困
山村的缩影。

项目评审专家评价称：“《苗寨
的故事》是一部标杆式的集时代
性、民族性、交响性、艺术性、群众
性于一体的大型交响叙事组歌，是
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留得下的
精品力作，一定能唱响全国、走出
国门。”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脱贫攻
坚”主题的交响叙事组歌音乐会规
模宏大，届时将有 400 余名演员上
台表演。于海、肖鸣担任指挥，王丽
达、黄华丽等担任独唱、领唱、二重
唱；湖南知青艺术团、长沙交响乐团
歌剧中心合唱团等担任合唱，周跃
峰担任合唱排练指挥。

乡村医生的故事乡村医生的故事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医院协会协办

张凤玉：

外地媳妇本地宝

湖南：“推普”“语保”并驾齐驱

展
现
独
特
浓
郁
湘
西
苗
寨
风
格

大
型
交
响
叙
事
组
歌
《
苗
寨
的
故
事
》
下
周
在
长
首
演

“闲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

热爱生活的宋人，如何守住心的宁静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李秉钧
通讯员 曹五洋

10 月 15 日下午，2020 年全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湖南省分会场在
郴州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这是我们的无线充电器，让充电
更方便；这是我们的水中充电宝，水里
充电安全高效……”在湖南炬神电子公
司展厅里，工作人员边操作、演示，边介
绍智能电源、扫地机器人等创新产品，
吸引不少人。

湖南炬神电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该公司是位于郴州高新区的一家专门
从事开关电源、耳机、锂离子电池、电子
元器件、手机配件、扫地机等产品研发、
生产与销售的制造企业，产品 1000 余
种，主要出口欧美等地。

为创新发展，湖南炬神电子不断招
揽人才，目前已有研发人员120多名。产
品通过60多个国家认证，与华为、小米
科技、长虹集团、富士康、沃尔玛等500
强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

在桂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展厅里，不
少创新代表企业的新产品吸引了众多观
众。桂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省级双创示
范基地，以打造创新创业要素集聚平台为
重点，积极导入资本、人才、技术、政策等
优势资源，形成良好的“双创”生态，在推
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湖南自贸区获批后，创新创业进入
新的黄金期。”“只有创新才能引领发
展。”“创新有多强，经济就有多活。”主题

展现场，不少观展的专家、学者、企业家
等，看了不少创新成果后，禁不住感叹。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郴州杉
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企业的创新质量不断提升，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该公司的技术
中心锂电负极材料研发项目，去年获批
湖南省创新引领专项资金支持，为企业
的发展增强了后劲。

湘投集团国改基金管理公司总经
理邓鹏图说，目前,国家的创新创业政策
体系日益完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营
造出更为良好的科技转化环境，科技创
新支撑创业的作用越发凸显。

郴州市发改委主任李志强认为，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在创新。去年，郴州市新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2家，总数达到211
家，同比增长29.4%。目前,该市累计建设
国家级众创空间3家，国家级农业“星创天
地”6家，省级双创示范基地8家，市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孵化基地）16家。

不少参展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创
新创业异彩纷呈、生机无限，要充分抓
住创新创业政策“红利”，加大科技成果
转化，形成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满足市场需求。

创新创业已呈燎原之势，如何进一步
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活力？郴州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莫雄表示，该市将以

“双创”活动周及建设湖南自贸区郴州片
区为契机，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进一步落实有关减税降费政策
措施，让创新创业者轻装上阵、茁壮成长。

创新引领新发展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李秉
钧）10月16日下午，“智湘汇”双创项目
路演投融资峰会暨创新创业项目对接会
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发改委、省
科协等单位及有关企业代表出席。

据介绍，路演活动从各单位推荐的
100个项目中遴选了移动智能生态旅居
空间装配项目、电商直播仓储物流新模
式项目等11个项目参与路演，由阿里天
使会、开云投资、三泽创业投资、湖南财
信基金、玖玥泉基金、长沙晟隆投资等
投融资机构代表组成评审团进行现场
点评。同时，还组织了30余家投融资机

构，35个全省优质创新创业团队和项目
参加创新创业项目对接会。

自2016年起，双创项目投融资路演
峰会暨创新创业项目对接会已连续举办5
届,共吸引了全省2000多个创新创业项
目报名，300多名专业投资专家评审、600
多家创投机构参与活动对接，帮助双创团
队获得创业投资超过上百亿元。活动主办
方介绍，每年举办的该活动充分激发了全
社会创新创业创投活力，推动更多湖南创
新创业企业成长壮大，为我省的创业生态
注入了更多活力，也促进与创业相关的各
方要素良性互动，助力可持续发展。

“智湘汇”双创项目路演暨对接会举行

10月 12日，张凤玉上门做孕
产妇随访。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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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小露（化名）在进行造血干细胞的捐献采集。小露是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在校大学生，
2019年6月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资料库，4月21日，与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的求助者匹配成功。当天，在湘雅医
院血液内科，小露完成了13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的捐献。小露是全国第10318例、湖南省第72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曹正平 谭孝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