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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晓柳） 由故宫
出版社主办、书香中国·北
京阅读季作为品牌支持的“你
好呀！故宫——多媒体阅读
研讨会”日前举行，与会专家
围绕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
打造成青少年喜爱的文化产
品等话题，对故宫·紫禁书院
与涂思美育联合创作的《你好
呀！故宫》进行了研讨，认为
这是一部成功运用多媒体技

术展现传统文化的作品。
据介绍，青少年多媒体读

物《你好呀！故宫》精炼故宫
紫禁学堂的授课经验，由故宫
博物院专家与儿童美育专家
共同打造，以音频、视频的方
式呈现。通过《你好呀！故
宫》，青少年可以在声音中听
到色彩，在图像里探索故宫，
在创作中触摸文物，全方位
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声音、图像里探索故宫

“语言保护不只是记录和
保护语言符号，更要记录和保
护人类的语言知识系统。”在近
日举行的2018语言资源与智
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语言资
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李宇明
教授呼吁，不同国家、地区、国
际组织以及社会部门和学科之
间应当加强紧密合作，制定一
系列技术和工作标准，共同保
护全球丰富的语言资源。

此次研讨会由北京语言
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
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数
据联盟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美
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近200名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语言资源
保护”“语言资源建设及应用”

“‘语言与人工智能’学科建设
及人才培养”等议题，共同研讨
语言资源和语言智能领域的最
新成果及发展趋势。

中国有100多种语言，有
丰富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

但是真正理性地认识到语言
是一种资源，把语言资源作为
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理念，并
且在国家层面、在全国范围内
采取语言资源保护行动还是
近年来的事情。在李宇明看
来，语言保护有语言保存、语
言保育、语言资源开发三个层
次，要重视活的语言生态保
护，而不只是保护语言样本；
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习母语、母
方言，那么这种语言就至少可
以延长20年到50年，也为人
类语言保护提供更多的时间。

面对“现在很多家长越来
越鼓励自己孩子不讲方言而讲
普通话”的现象，李宇明坦言：

“现在提倡中国公民应该掌握
‘三语’：从小学好家庭语言，这
是留住文化的根；上学学好通
用语，能够在中国土地上很好
地生活；到三四年级学习外语，
将来能够和全世界交流。父母
让孩子多掌握一种语言，这是
人生最大的智慧。”

学好“母语”，留住文化的根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各民族都
喜欢唱山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戏剧
《刘三姐》在数十个省、市巡演，电影
《刘三姐》以当年全国最高的拷贝发行量
放映，一时间，“刘三姐”家喻户晓，几
乎成为广西山歌的代名词。

戏剧和电影《刘三姐》共同的艺术
特色是，大量使用广西民间文学和民间
音乐构成的优秀山歌。山歌文学是方言
民间文学。广西各民族都有用本民族母
语唱的山歌。《刘三姐》这脉山歌，属北
方方言西南官话桂柳方言七言四句头山
歌。由于用“官话”来唱，它便日渐成
了广西汉、壮、瑶、苗、侗、仫佬、毛
南等民族之间文化互认和精神沟通的桥
梁，经过历年不懈的交流、衍化，最终成
了广西各民族在各自母语山歌之外共同
广泛传唱的山歌，成了这块土地上民族文
化融合的标志。更因了《刘三姐》的巨大
影响，这脉山歌铸成了全国认知的以壮族
领衔的广西地方—民族文化符号，从此当
之无愧地成为广西山歌的代表，伴同刘三
姐一道，成为广西的文化名片。

作为刘三姐的故乡人，出生于广西
宜州的我秉具自然亲和刘三姐文化的情
感动力；作为翻译出版过四本俄罗斯情
歌集的译者，我对本土草根山歌也同时
具有浓厚兴趣。近二十年来，我陆续从
广西各地收集了320多碟广西民间山歌活
动的DVD。这些视频碟片，都没有正式出
版，是民间自主制作，在市集地摊贩售
的。它们毫无例外都是最近一二十年来
山歌活动的全程记录，凡歌会时节、地
点、环境、场景、观众的情绪反应，歌
者的长相、嗓音、服饰、发型、表情、
动作等细节，以及每首山歌前后生成的
逻辑关系，每首山歌的字句、音乐，都
是保真的。依仗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材
质在民间广为散布的这些内容丰富的
DVD，给我的山歌观察带来新的鼓舞和期
许，我将之视为活态的山歌田野文本。

试对比一下旧有的山歌研究依据的
纸质文本，就可看出这些DVD的价值。纸
媒体书本报刊材料，难以做到某次山歌活

动全程记录，更不用说音频了。特别是这
类歌书作为正式出版物，受各种规约局
限，一般都对山歌的始存文字、实际篇幅、
真实内容做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筛
选、编辑、修改、删节，使之局部化、碎片
化，难以还原真实的纸质文本，显然不敌
DVD文本的全息优势。

收集这类DVD，我一直苦心孤诣、情有
独钟。而我的这些收藏品，则给了我丰厚
的回报。这报偿就是让我重新认识了广
西山歌，并提供了新的发现。衍生成果
是，我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
广西情歌的专著《天籁地声——广西情歌
之旅》，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了一部
全部以山歌为唱词的彩调山歌广播剧《传
歌》（共三集），还创作了一部也是以山歌
为唱词的大型山歌剧《刘三姐前传》。

大量掌握活态的广西山歌资料，就
能不为书困，不为目瞒，得以顺利抵达
无人探索到的新境，特别令人快意。

我的观察聚焦当代。在政治变化、
社会变革的情状下，当下广西山歌是什
么形态呢？

我观察到，前辈学者昔日著录过的
庆贺生日、小孩对岁、祝寿、盖新房、
农事节庆、日常教化、朋友聚会的诸种
山歌，当下在乡村各种相应场合依然丰
富呈现。前辈学者看不到或来不及记叙
的是，当今山歌活动，不独民间活跃，
官方也积极引导、组织，出现许多数千
人参加的节庆或比赛歌会。各种山歌活
动，情歌越来越成为“主打”，即便官方
组织的某些主题宣教、庆典山歌会，在
官方“规定动作”完成之后，必有更长
的时间让渡给歌手做“自选动作”，就是
唱情歌。优秀的歌手被四处邀请去表
演，越来越有明星化的倾向。民间的山
歌活动从农村开始扩展到一些城市。当
今乡村依然保留祭祖、拜神、宗教祭
祀、盖庙活动，都附着最能体现传统民
族—民间旨趣的山歌。DVD山歌活态田野
中，我发现了一个就“老来难”单一主题连
续唱 140 多首壮族山歌长篇的罕见歌
手，还有一部瑶族民族变迁史长歌。两

者堪称奇葩，内容和艺术都系上乘⋯⋯
这些现状都是纸媒资料没有著录过的，
内含几多迷思，能引发出多少值得研究
的命题啊！

能对广西山歌的特性概括出新认
知，拓开广西情歌知识的边界，是最令
人兴奋的。我的《天籁地声》尝试用古
典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语言
学，以及其他文化门类来与广西情歌做
比较观察，揭示其特色和精彩。书中我
提出了“情歌三性”，即表演性、竞技
性、情色性，这是至今为止没有人总结
过的。

关于“情歌三性”，不妨荡开简说。
过去听山歌：“男：月亮出来像把梳，帮
妹梳妆走江湖。哥妹连情无婚配，走遍
世界游名都。”见是一男一女两个老歌手
对唱，心里不免为之忐忑，如果有人由
此诟病他们是“婚外恋、老风流”，似乎
也不无道理。后来我领悟，歌里的此我
可不是歌手真我啊，歌里的此行为绝不
是歌手的真行为啊，而是歌词，是歌手
互称哥妹的扮角表演。这不就是情歌表
演性的体现吗？用“表演性”做情歌入
门的钥匙，对类似对歌的疑窦，就顿然
开启。

听对歌：“男：妹变公鸡哥不怕，哥变
狐狸到妹家。鸡笼旁边专等你，你敢出来
我敢抓。女：妹拿铁锚保护鸡，安在笼边

等狐狸。只要你来笼边站，不挨夹死也脱
皮。”这是针尖对麦芒，一物降一物啊，这
分明就是炫技斗狠啊。对歌应答刻不容
缓，需要机智和急智。这不就是广西情歌
对歌的“竞技性”吗？

广西情歌中，还有这么一种类型：
“女：妹的门前有块田，已经丢荒十八年。
哥你想种就来种，免得别人来抢先。”田，
分明是女性身体的暗示。种，分明是男性
性施与的暗示。曲说妙隐，将男女歌手都
互相默契领会的内容，散淡到田野和劳作
的大自然中，使爱意化为健康活泼、活力
四射的淳朴精神。不能不说，这是广西情
歌之所以能在严酷礼教规制中存活下来
的叙事策略和大智慧。

广西是歌海。广西山歌是广西各民
族天籁真趣和原始活力的宣泄，是他们
生存乐趣和生存智慧的自我礼赞，处处明
珠闪烁。《庄子·列御寇》有探骊得珠的故
事：有人泅入深水获得一珠，父亲对他说，
这是黑龙下巴底下的宝珠，只有黑龙沉
睡，你才能取得啊。所谓骊，就是沉睡的
黑龙。观察、探索广西山歌，犹如歌海探
骊，雾锁汪洋，浩浩茫茫，不知还有多少未
知的问题，也不知还有多少原以为不成问
题的问题，如今变成了新的问题。一旦谁
有歌海探骊的信念，泅入深海，不倦探索，
定将如我，必有一得。

（作者系漓江出版社原总编辑）

歌海探骊 探骊得珠
——关于广西山歌的田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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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铁路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纪实

落实立德树人
筑牢人才成长的精神丰碑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而非制器。学院办学
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要培养新时代铁路
工匠，学院党委书记刘一华、校长陈春泉一致
认为，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日
常行为规范的养成贯穿教育的始终。一年来，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新增了
10 多个育人文化景点，詹天佑铜像矗立
校园中央，高铁文化长廊贯连起学生公
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文海报举目可
见⋯⋯校园里铁路文化浸润深厚、文明创
建蔚然成风，形成铁路精神鲜明、文化氛
围浓郁的育人情境。

学院不仅着重营造“浸入式”育人环
境，还建立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的“三全”思政育人体系。

一年以来，学院党委班子成员走上讲
台，讲授形势政策课成为校园热点之一。
党委书记刘一华主讲“正确认识中美贸易
摩擦”，深入浅出地对比分析，校长陈春
泉主讲“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就”，不拘一

格的翻转课堂，党委副书记陈志刚主持“千万
人上一堂课”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同
时，学校还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教学
和管理全过程。2018 年学校副科以上干部全部
联系班级下宿舍，带头实践管理育人，2018 年
新一轮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在所有课程中
都注入“立德树人”这一核心理念，筑牢人才
成长的精神丰碑。

坚持从高从严
为人才成长加压加负

一年来学院实施“推门听课”“挂科留
级”“教考分离”“定时熄灯”等规章制度，严
把教学质量关和管理规范关，严肃学风教风和
校风，每学期举行教学工作讲评会。学院领
导、教学督导等组成听课小组，每天随机听
课，面对面评课，给教师提意见。严管之下，
一批青年老师脱颖而出成为育人专家，有的荣
获全国、全省说课和技能竞赛一等奖，有的作
为技能名师被盛邀担任山东省、安徽省技能大
赛专家和裁判长。对学生培养也坚持从高从
严，加压加负，绝不迁就。晚上 11:00 严格执
行宿舍就寝熄灯制度，早上 6:50 按时出早操、
升国旗，此外对每天的卫生执勤和每周的大扫
除都出台了详尽的评比制度。严谨的纪律、规
范的管理有助于养成学生良好的作息规律，对
于新时代铁路人才职业素养的形成有极其重要
的促进作用。学院去年先后邀请了 3 位优秀校
友回校访问，如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技术总监

蒋伟平、中南林科大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易
锦等，通过他们解读校歌校训，阐述出早操、
上晚自习、劳动锻炼等严格管理给自己成长带
来的积极影响。

推进产教融合
打通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

学校是南方高铁人才培养与技术合作基
地，又是衡阳市政府部门与广州铁路部门 （集
团） 公司共建的高职院校，多年来，湖南高铁
职院着眼于新形势下的新要求，锐意进取，成
功探索出“多元共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特色发展”的合作办学新模式。2018 级人才培
养方案的修订就是近几年来下功夫很足的一
次，既是党的教育方针落实落细，也是深度产
教融合的重要抓手。

方案一是全面贯彻落实教育大会精神，二
是对标双一流专业群建设要求，以此为契机抓
实内涵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全体院领导都深
入企业一线、深入教研室，参与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研讨，发展规划处率领学术委员会也多次
研究优化方案，大力推进信息化和教学方法改
革，实现观念转变，适应新时代教学形势要
求，为高铁产业一线量身打造“高品质、高标
准、高效率”的高端“实战型”生力军。学院
还通过各类校企竞赛平台提升学生素质。如全
国“鲁班杯”建筑工程识图技能竞赛、“南方
高铁杯”全国职业院校高速铁路精测精调技能
大赛等，学校连续几届蝉联团体特等奖、一等
奖等。

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强产教融合，将企业新
技术、新规范、新工艺引入课堂，让课堂与企
业实现无缝对接，让校企合作育人成为常态，
让铁路职业院校的学生走出校门就能成为合格
的铁路建设者。

聚焦综合素质
打造人才培养的课程“拼盘”

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对教
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运
用，湖南高铁职院加大了综合素质培养的课程
比重，制定了“2018 级人才培养公共实践活动

课意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
社会实践相结合，全方位、多维度
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重
视劳动课教育的不可替代性，不
仅将公益劳动排进课表，还增加
了课外实践劳动教育的内容，充
分发挥劳动课的育人功能。

目前，学院共开设了素质教
育、军事训练、体育锻炼、心理咨
询等 10 余门公共实践课程，打造
学 生 综 合 素 质 培 养 的 课 程“ 拼
盘”，将思想品德、技能鉴定、劳动
教育、素质拓展都纳入其中，从德
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塑人育人，
推动素质教育体系化。

2018 年 6 月学院取得了国际留学生招生资
质，首次接收泰方 21 名留学生来校学习铁道
专业，学院申报的中泰高铁职教合作项目还入
选 2018 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首批特色项
目。这标志着学校人才培养的素质课程“拼
盘”又增加了一项国际竞争力的厚重底色。下
一阶段，学院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进一
步推进国际合作办学进程，走出国门，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铁路人才。

拓展创新创业
激活人才培养的创新引擎

2018 年 8 月在南京举行的“挑战杯—彩虹
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中，湖南
高铁职院选送的 4 项参赛作品全部获奖，其中

《便携式桌椅》荣获二等奖、《钢轨探伤小车加压
喷水及电动清障装置》等 3 项获三等奖，是湖南
省获奖较多的学校，也是首次达到每所学校入
围国赛的较高限量。成绩的取得绝非偶然，湖
南高铁职院历来重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每年都举办创新创业、智慧发明竞赛和科技
技能节，积极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平台，积
极引导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和创新实验，鼓励学
生发表学术论文、研发专利和开展自主创业。
学校开设了就业指导、创业指导和创新思维 3
门课程，并根据铁路专业特色自编教材，梳理出
高铁特色的“双创”教育思路与脉络。

学院新建的“众创大楼”，为学生的创新
创业实践提供良好平台。其中一楼是创业体验

基地，二楼是创业服务区，三楼是科技创新项
目孵化基地，该基地已被评为衡阳市青年创新
示范基地和创业示范基地。“众创大楼”自
2018 年投用以来，收到 200 多项入驻申请，目
前首期已遴选了 20 个优秀项目入驻。有的紧
密对接高铁安全，凸显专业特色，有的聚焦家乡
精准扶贫，关注贫困地区孩子成长。如“便携式
桌椅”就是一项创意发明，拟用于资助贫困地
区，将“扶困”与“扶智”相结合，集中体现了高铁
学子灵动的创新思维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学院还开展了“大师进校园”系列讲座，
2018 年以来先后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
计师陈善广将军、武广高铁原董事长陈章连、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潘正风、包头市绘宇测
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育林和上海先科
桥隧检测加固工程公司高级工程师邹常进等奋
战在铁路一线的名家大师进校讲学，进一步激
发学生们的灵感和创意。

近年来，湖南高铁职院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不断增强，“双创”工作取得累累硕果。学生
申报的创业项目从最开始的每年 30 多项提高
到 2018 年的 800 多项，累计获得全国、省市

“互联网+”“挑战杯”“黄炎培”“中华老字
号”等创业创新大赛奖项 80 多项，自主创业
成功的校友每年新增 10 余人。

新形势下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作为铁路职业院校，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就是要进一步健全德育工作的体制机制，探索
新时代铁路人才培养的模式，不断培养一代又
一代社会主义铁路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朱卫彬）

随着全国及各省教育大会相继召开，乘
着改革开放 40 周年伟大成就的东风，湖南
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也迎来了 2018 年红
红火火的岁末，去年 12 月学校成功跻身湖
南省高职院校卓越校建设单位，铁道工程技
术等 3 个特色专业群入围湖南省一流专业
群建设立项，标志着学院的办学实力晋升全
省高职院校前列方阵；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南赛区）总决赛中，

“G500”创业团队从 2748 个项目中胜出，成
为湖南省高校中仅有的团体二等奖获得者；
2019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近日开
赛，5 天内已获建筑 BIM 等 5 个赛项的 4 个
一等奖、6 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翩然而
至的荣誉背后有怎样的玄机？原来,这都得
益于学校党委一班人立足新起点，深入贯彻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任务，大刀阔斧探索新时代铁路人才培养
的新模式。

国际人才培养国际人才培养：：赴泰国哇碧巴通学院讲学培训班赴泰国哇碧巴通学院讲学培训班
结业典礼合影结业典礼合影

产教融合：学校主要领导和广州铁路部门领导共研合作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