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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2020年10月15日，第37个国际盲人节。这
天，在湖南省特教中专，149 名视障学生享受了
一场听电影的“盛宴”——眼睛看不见，就用耳朵
听，边听解说边感受电影情景。

此次，省盲协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光明影院”
项目团队，准备了《南征北战》《等风来》等8部特
制电影，为我省众多视障人士一解无缘电影之
苦。

如今，听电影、赏音乐会、逛商场、遛公园、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我省残疾人来说已不是
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无障碍环境的改善，他们
的生活也有了诗和远方。

创建无障碍市县镇——
“拉近了我们融入社会的距离”

长沙橘子洲头景区，全国网红打卡点。自
2017年以来，这里已成功举办2次全国肢残人轮
椅马拉松健身赛，吸引了省内外近800名肢残人
参加。

至今，双下肢截肢的河南洛阳小伙杜亚甫还
记得 2017 年他来参加比赛的情景：从进入地铁
站到橘子洲头出发点，残疾人坡道、专用电梯等
一应俱全，靠自己转动轮椅就能行进。能在城市
复杂交通中独自前行，他说：“这还是第一次。”

早在 2012 年，长沙市就获得全国无障碍建
设先进城市称号。捧回荣誉后，长沙市“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如今，“联通世界”的无障碍环境建
设，让许多来到长沙的残疾人感受到，这座城市
的“温暖和友好”名副其实。

除长沙、常德两市已创建成全国无障碍环境
城市外，“十三五”期间，我省长沙县、永兴县、津
市市、汉寿县等地也先后创建成全国无障碍环境
县。同时，按照国务院《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湖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
意见》，全省严格实行无障碍设施工程与主体工
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设区城市新建
道路、公共建筑、交通设施已全部按照无障碍标
准进行设计和建设。全省机场、高铁站、城市轨道
交通、大型商场超市、银行、医院、公园、广场等均
已设置无障碍设施，满足了残疾人、老年人等群
体公共服务基本需求。

“十三五”期间，我省社区、农村无障碍建设
也开启新篇。今年 9 月，浏阳市大瑶镇作为我省
唯一一个创建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镇，通过了省
级核查。

在大瑶镇主要交通路口，设置了智慧斑马
线，有语音实时提示红绿灯的变化。银行、医院、
政务大厅等公共区域，均专设了无障碍坡道、楼
道安全扶手、低位服务台。“无障碍拉近了我们融
入社会的距离。”肢残人张昌满欣喜地说。

5年来，长沙、株洲、湘潭、常德、永州等地分
批次推进无障碍社区建设和老旧社区改建，使残
疾人在家门口享受到日常出入便利。

建立无障碍微空间——
“解决了日常生活的一个个烦恼”

建立一个个微小的无障碍空间，是“十三五”
期间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一个突出亮点。

韶山市韶山乡竹鸡村的肢残人周利辉，如今
可以轻松痛快地洗热水澡了，而在以前，洗澡、如
厕对她来说，是必须在家人照顾下才能完成的

“大工程”。安装专用热水器、改宽厕所门道、配备
轮椅、添置坐便器，韶山市无障碍家庭改造为周
利辉家带来了巨大变化。“解决了日常生活的一
个个烦恼，我和家里人都蛮高兴。”周利辉说。

“十三五”期间，我省各级投入资金 8300 万
元，按照“一户一策”“量身定制”原则，完成了3万
余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此外，全省
1200余家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建立了无障
碍车间，所有残疾人福利机构、康复中心、特殊教
育机构全部实现无障碍化，累计1849名参加高考
和各类职业资格考试的残疾人获得了便利服务。

聋哑人在我省有近百万，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他们与正常人被阻隔在无声与有声两个世界里。
2015年，由海归博士陈斌研发的株洲市“手之声”
远程视频手语翻译服务系统上线，这是我国首个
远程视频手语翻译系统，创造性地实现了无声手
语与有声语言的同步翻译，沟通起了两个世界。

在株洲打工的听障者刘迪老家在河南，以前
与家人只能通过手机短信和微信文字交流。随着

“手之声”推广应用，他在手机上下载了这款
APP，实现了跟家人实时“对话”“聊天”。利用“手
之声”公共服务平台，他还能轻松便捷办理银行
业务。

目前，“手之声”用户已遍布全国各地，为聋
哑群体无障碍信息交流贡献了湖南科技力量。

扶残助残风尚浓厚——
“让我感到眼前有一束光”
10 年前，视障者李常军就在长沙市松桂园

的颐而康门店做按摩师，随后买房也在附近。10
年来，他和上下班的都市人一样，每天定点搭乘
公交车。每次出行，他都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带给
他的温暖。

“每次上下车都有人搀扶，上车后都有人主
动让座，让我感到眼前有一束光。”积攒了对无数
陌生人的感恩，李常军动情地说。

李常军身上，折射出一个城市文明的尺度。
省残联理事长肖红林表示，创建无障碍环

境，除了公共基础建设外，更需要培育全社会文
明意识，让扶残助残成为风尚，真正让残疾人方
便、幸福起来。

“十三五”期间，我省着力从机制、队伍和宣
传三个层面推动志愿助残工作，各地志愿服务团
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志愿助残活动蓬勃开
展，促进新时代文明风尚日益浓厚。

今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10 名坐在轮椅上
的重度肢体残疾人来到张家界，在 20 名志愿者
帮助下登上了黄石寨。帮他们实现梦想的，是“湖
南好人”——“圆梦张家界”无障碍旅游倡导者向
永生带领的志愿者团队。多年来，向永生团队为
重度残疾人圆梦张家界默默付出，至今已帮助海
内外 1800 余名重度残疾人游玩了张家界。回想
过往一幕幕艰难的“登顶时刻”，向永生感触颇深
地说：“黄石寨的每一个石阶上，都有志愿者流下
的汗水。”

为了将全省 408 万残疾人和广大志愿者更
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今年 5 月，我省志愿助残
移动平台“湘助残”APP 正式上线，残疾人线上
发布求助信息，附近志愿者就能迅速接单，及时
提供各种服务。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万余名残
疾人提供了出行、上门接诊、必需品购买等帮助。

爱心汇聚成河，微光点亮生命。目前，我省已
成立助残志愿团队近千个，注册助残志愿者200
余万名，年均开展扶贫、文化、体育、教育、医疗助
残行动 8000 余次，帮助残疾人 50 万人次，让残
疾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名片】
何国亮，男，汉族，1972 年 1 月出生，郴州

市安仁县金紫仙镇人。1992 年从事乡村医生
工作至今，现为安仁县金紫仙镇关王居委会
卫生室医生。2020 年 8 月被评为湖南省“最美
乡村医生”。
【故事】

10月15日，从安仁驱车向东南方向出发，
沿着山路，1个多小时后，到达金紫仙镇关王居
委会卫生室。

这里与永兴、资兴、茶陵、炎陵4县交界，属
于罗霄山片区。虽环境优美，但很长时间，医疗
基础设施薄弱。自 1992年以来，何国亮就是辖
区1500多名常住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当天中午，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 1 岁多的
孩子走进了卫生室，焦虑地说：“孩子咳嗽了几
天，还没好。请何医生看看，要不要打针？”

何国亮一边安慰着她，一边望闻问切。一
系列检查后，何国亮说：“孩子是受了凉，咳嗽
只是对病毒的过敏性反应，不需要打针，贴一
剂中药会帮助痊愈。你不要过于担心。”年轻的
妈妈放下心来。

中医，何国亮拿手。这些年来，何国亮自费
五六万元，多次外出学习康复、疼痛、中医等医
学知识，并在卫生室推行中草药及传统康复医
学治疗。2018 年，他带队参加郴州市康复医学
会主办的第一届郴州地区康复临床技能大赛，
获得了三等奖。

75岁的吕奶奶走进卫生室，看见记者正在
采访，连声夸赞：“何医生医术高。没有他，我可
能不在人世了。”

原来，吕奶奶深受肺心病、肺结核等病的
困扰已有 10多年。以前，每年进城入院治疗两
三次，但一直没有起色。去年11月，手脚浮肿严
重、呼吸不畅的她哭着来找何国亮看病，甚至
问自己会不会死。何国亮好言好语安慰她，对
症实施中医治疗，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现在，我脑壳不痛了，呼吸顺畅了，也能
自如行走了。不仅能帮忙带孙、做饭，还能下地
种点菜了。”吕奶奶乐呵呵地说。

曾有一名远在永兴的严重慢阻肺患者李
志，因为病得不能下床，委托住在关王的亲戚
前来咨询求医。为准确了解患者的情况，何国
亮开车上门诊疗。如今，李志不仅生活能够自
理，还能开着摩托车挣钱了。

虽然医术高明，但何国亮收取的医疗费低

廉，开出的中药也便宜实用。“我的患者大多生
活贫困，不少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不能让他
们觉得药贵而不治疗。”何国亮说，作为一名医
生，治好患者，最有成就感。

遇到实在拿不出钱吃药的患者，何国亮还
自掏腰包。一位 80 多岁的奶奶被痛风折磨多
年，他免费给她看病送药，每一次都叮嘱她：

“药不收你钱，你放心吃啊。”
见过不少五保户及孤寡老人因经济原因

放弃治疗的何国亮，在 2004 年关王镇中心敬
老院成立之时，主动上门为院里的48位五保户
及孤寡老人实施免费医疗服务。不仅定期上门
体检，建立健康档案，还对常见病和突发性流
感提供中草药煎服，对慢性病患者定期给药，
所有费用自掏腰包。

当记者问他这些年的花费有没有统计过，
他摇着头说没有，“我又不打牌，就当用这些省
下来的钱做善事吧。”

不是在卫生室，就是在随访出诊的路上。
这是何国亮的工作日常。辖区 1500 多名常住
居民，他全部建立了健康档案，并为辖区 200
多名老人，88 例高血压患者，15 名糖尿病患
者，6名重型精神病患者，提供每三个月一次的
上门随访服务。

有一次，零点时分，何国亮接到一位患者
“胃痛、呕吐不止”的求助，二话没说，匆匆穿上
外衣就出门了，用针灸治疗了半个多小时，直
到患者疼痛减轻安然入睡，他才起身离开。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句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也是何国亮的行医
准则。“治病先治心。”何国亮说，他正在自学医
疗心理学知识，希望能给饱受病痛折磨的患
者，提供更多帮助。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马如兰

10 月 21 日清晨 5 时许，岳阳市南湖新区麦
子港社区“碧波花园 3 号”一家居民地下室亮起
了灯。伏平湘早早起来，关路灯、做保洁、洗漱，
做家务、买菜、做早餐。“碧波花园 3 号”是她给
居住的小片区取的名字，她把 30 年凄风苦雨的
日子硬是过得碧波荡漾、花香芬芳。邻居们说，
伏平湘被评为孝老爱亲“湖南好人”，名副其实！

“晶晶。”轻轻一声呼唤，床上的女孩就醒
了。伏平湘抱起伏晶，为这个 30 岁的女儿穿袜
子、衣裳，再艰难地把她抱到轮椅上，送她去厕
所。

“今天吃‘光头’炒米粉。”伏平湘把轮椅里
“东倒西歪”的女儿扶正，将一筷子米粉夹到小
碗里，双膝微蹲，迅速用左手臂内侧固定住女儿
不停晃动的头部，右手熟练地用筷子把食物喂
到女儿嘴里。一口一口，如喂幼儿。照顾女儿起
床，要花去 2 小时。等伏晶吃完饭，已到 10 时
许。

走进这间地下室，有淡淡的肥皂香。地面一
尘不染，3 张老旧的床和东拼西凑来的家具被
伏平湘摆放得井井有条，充满温馨气息。

56 岁的伏平湘面容清瘦，头发一丝不苟地
向后挽起，两鬓已夹杂些许银丝。碎花棉衬衫、
牛仔裤、黑布鞋，她已 10 余年未买过新衣裳。长
期积累的劳损，让她腰椎间盘突出，必须穿戴护

腰带固定支撑。
1990 年，伏平湘产下一对龙凤胎。一年后，

女儿伏晶被诊断为先天性重度脑瘫，伏平湘与
丈夫辗转省内外求医无果，花光了所有积蓄。
2003 年，丈夫患急病去世，支撑家庭的主心骨
轰然倒塌。

一双儿女，还有年迈的母亲，千斤重担压在
伏平湘瘦弱的肩膀上。打点零工，收入微薄，又
不能照顾女儿，政府低保只够勉强维持生活。

丈夫去世后，四处漂泊的伏平湘及家人被
亲戚接到现在居住的地方，方便一同照顾年迈

的母亲。“好在母亲身体健康，我们也有了房子
可避风挡雨，不再流浪。”伏平湘很乐观。

然而，拉扯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 30 年，其
中艰辛，非常人可以想见。

女儿一天天长大，伏平湘不断改装调整轮
椅，想方设法让女儿坐得舒服。女儿双脚不能适
应硬的踏脚板，就拆了装软的；扶手和靠背要比
普通轮椅高，女儿才不会倒；怕瘦弱的女儿久坐
臀部疼痛，便用尼龙打包带交叉在座椅下方，用
于承托受力，再在上面放上软垫；右手的扶手是
加厚的，因为这是女儿的“主力手”；座椅右侧还
有个精致的小口袋，里面是女儿的手机以及电
视遥控器……不断改、不断试，一直到 2016 年，
一张“私人定制”的轮椅才调整完成。

冬天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体重和个子
都不断拔节的伏晶，伏平湘一个人根本抱不动，
给女儿穿脱冬衣，要忙活 1 小时；为女儿洗澡，
更是手忙脚乱的“大工程”；女儿保持一个姿势
睡觉容易周身麻木，伏平湘夜里要起床四五次，
帮女儿翻身；遇上女儿抽搐蹬掉了被子，还得及
时为她盖上，给她按摩……“30 年没睡过一个
整觉。”伏平湘说。

“难的时候我躲着哭，哭完告诉自己，你倒
下了，晶晶怎么办？所以不管什么都压不倒我。”
伏平湘用最质朴的母爱，坚韧地与命运抗争。

2015 年，伏平湘主动申请取消自己和儿子
的低保：“邻居们请我做保洁，每月给我 1000
元，在社会各界、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下，我家生
活改善了许多。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应该
把低保让给更需要的人。”去年，伏平湘还分到
60平方米的廉租房，这让她倍感幸福。

秋日的阳光正好，伏平湘推着伏晶去户
外走走。暖阳照在身上，桂花芳香袭人，伏晶
眯起了眼睛，磕磕绊绊“说”道：“老妈，你常说
不知道怎么感谢社会对我们的帮助，以后我
生大病了，你就不要送我去医院，把我的眼角
膜捐掉。”

“那我舍不得呢！”
“如果你想我，就看看那个人……”

每周一星
湖南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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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残疾人也有诗和远方
——“十三五”期间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走笔

为女三冬暖，有母春不寒
——记孝老爱亲“湖南好人”伏平湘

何国亮：

治好患者，最有成就感

10月21日，中石
化巴陵石化公司离休
干部张延春家中，前
来走访慰问的岳阳市
鹰山小学的少先队员
向这位曾参加过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
敬队礼，表达心中的
敬佩之情。

彭展 摄

致敬
“最可爱的人”

10月21日，伏平湘推着伏晶出门感受秋日
暖阳和桂花香。 马如兰 摄

专家研讨评介《苗寨的故事》——

对时代重大主题的音乐回响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0月21日晚，大型交响叙事组歌《苗寨的
故事》在长沙音乐厅首演。22日，湖南省文联在
长沙举行了观摩研讨评介活动，来自省内外音
乐界、评论界专业人士近 40人参加。与会专家
积极发表观感，现场气氛热烈。

优秀，集“三声”“三力”“三性”于一体
来自湖北省文联的国家一级作曲黄中骏

激动地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聆听《苗
寨的故事》的感受，我要说这一部作品是对时
代重大主题的音乐回响。”黄中骏认为，对脱贫
攻坚所蕴含时代主题的高度提炼，使这部作品
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扶贫攻坚、脱贫致富、民
族复兴的历史画卷。

黄中骏坦言，他从这部组歌的17首歌曲中
体悟到了不同的“情”：从《洁白的云雾》中体悟
到美丽苗寨的思古之幽情；从《石板小路弯又
弯》中体悟到对于贫穷生活的颤颤悲情；从《千
年苗鼓咚咚响》中体悟到不同时期基层民众为
摆脱贫困而战天斗地的豪情；从《美丽的小阿
妹》中体悟到脱贫致富进程中的甜甜爱情；从

《桐子花开》中体悟到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亲情；
从《鸟儿飞回来了》中体悟到人民群众广开思
路、聚力扶贫的热情；从《快乐的花喜鹊》中体悟
到扶贫开发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生活激情……

“一部作品最高的标准就是欣赏以后让你
的灵魂获得幸福。要想获得灵魂的幸福感必须
要有苦难感。我相信，两位作家在写这部作品
的时候肯定有苦难感，首先想到的是苗族人民
的苦难，然后通过苦难升华成一种幸福感。”星
海音乐学院教授王少明说。

湖南省音协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肖正民
认为，《苗寨的故事》的创作者金沙和孟勇为湖
南的词曲作者作出了榜样，他说：“现在很多年
轻人写的作品没有湖南味，但是《苗寨的故事》
就有浓浓的湖南湘西味。”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苗寨的故事》是集“三
声”“三力”“三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即歌声
不断、掌声不断、叫好声不断，有感染力、有震撼

力、有穿透力，有思想性、有艺术性、有观赏性。

独特，大量运用湘西苗族艺术元素
《苗寨的故事》作词金沙、作曲孟勇介绍，

这部作品在创作时大量运用了湘西苗族的艺
术元素。与会专家对此也有高度评价，认为湘
西苗族音乐具有巨大艺术魅力和广阔发展空
间，表现在《苗寨的故事》中，就是在美学上有
一种高度的统一性。

词作者金沙说，创作伊始他就要求自己，
一定要从湘西人民的生活细节出发。细品《苗
寨的故事》这部作品中每首歌的歌词，火塘、石
板路、苗鼓、满寨的桐子花、缠树的老青藤、木
板房、小阿妹、“啊嘎嘎炯嘎嘎”欢叫的花喜鹊
等，都是极具湘西苗族特色的符号。

曲作者孟勇坦言一直在尝试挖掘、融入更
多湘西苗族音乐的元素。这部作品的音乐主题
采用湘西花垣县麻栗场苗族高腔演变出来的核
心主题，同时运用苗族平腔、巴代音乐的特色音
乐结构和节奏，让音乐具有鲜明的湘西苗族风
格与个性，同时又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

“这部作品的歌词、标题都很有意思，围着
火塘唱苗歌，一下就把观众和苗寨的距离拉近
了。”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余三定认为，

《苗寨的故事》每一首歌词都很好，像开头写道
“洁白的云雾，好美”，朗朗上口，又通俗易懂。

湖南女子学院教授谭建光认为，《苗寨的
故事》之所以在音乐上取得成功，一个关键原
因就是孟勇紧紧抓住了苗族音乐里面几个非
常鲜明的音调。一个是“唆唆”，一个是“咪唆
哆”。这两个音调贯穿作品始终，在美学上具有
高度的统一性。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音乐评论委员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陆良民对于苗族特性音调的
运用也印象深刻。“特性音调从开始贯穿到最
后，令观众记忆很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民族
特色，这点非常好。”

现场，与会专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大
家的建议也将激励湖南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
的起点上，再进一步的沉淀、思考和创造，努力
攀登新时代湖南文艺的新高峰。

10月15日，何国亮在给村民看病。
余蓉 摄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
员 彭娟）10 月 21 日，长沙市举行重大项目集
中开竣工活动。在岳麓区会场，湘江智谷·人工
智能科技产业城工业一期等 23个重大项目实
现竣工。其中，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107.7亿
元，占比达80.37%。

岳麓区竣工项目含产业项目、社会事业项
目和生态环保项目，产业项目主要涉及人工智
能及机器人产业链、检验检测产业链等。

湘江智谷·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城是长沙市
重点项目，位于岳麓高新区，总投资500亿元，
分三期15年滚动式开发，引进以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为核心、覆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及研发机构。当前，项目一期首开区完成投
资28亿元，产业示范区已全面开放，智谷AI科
技中心也将于10月底对外开放。

当天，湖南犇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 8 家
企业与岳麓高新区管委会、湖南碧桂园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签约，正式入驻湘江智谷·人工智
能科技产业城。至此，科技城已引进国内外优
质企业及科研机构20余家。

今年来，面对疫情影响，岳麓区牢固树立
“稳投资就是稳增长”理念，全力以赴抓项目。
截至目前，该区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05%。

岳麓区23个重大项目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