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沅州石雕斩获文博会金奖
本报讯（通讯员 李传新）由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送展的沅州石
雕作品《一路连科》，5 月 13 日获得第十四届文
博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

《一路连科》作者胡杨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沅州石雕代表性传承人、湖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湖南省雕塑技艺大师，现任怀化学院
雕刻研究所副所长、 芷江胡杨雕刻工作室艺
术总监。 据胡杨介绍，《一路连科》采用沅州石

雕宋代坑口贡料紫袍金带石， 根据石材天然
的色彩俏色巧雕而成。 一直以来，沅州石雕记
忆都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延续下来， 因此缺
乏完善详尽的文字记录。 多年来，胡杨和同为
传承人的妻子张小花亲赴各地收集图片、资
料，为沅州石雕溯源。在胡杨看来，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雕刻的手法
与技艺，更多的是对于沅州石雕文化的了解与
感悟。

长沙经开区成全省唯一全国 30强园区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姿）5 月 13 日，2017 年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
价结果公布，在全国 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中，长
沙经开区以综合排名第 24 位的成绩跻身全国
前 30行列， 为湖南唯一位列全国前 30 强的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此次考核评价以 2016 年产业基础、科技

创新、区域带动、生态环保等方面情况为指
标，对 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进行了全面“体
检”和量化评价。 长沙经开区在 5 大类 53 项
考核指标中， 有 32 项指标优于全国国家级
经开区平均水平，总体表现较好，特别是在
产业集聚、科技创新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

● 聚焦

●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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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轰鸣声中， 一架遥感飞机从四川广
汉机场腾空而起，飞往汶川方向。 中科院航空
遥感中心的张占杰已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汶
川飞行了，因为 2008 年汶川地震后，他们团
队连续 5 年在此执行遥感飞行监测。 汶川地
震 10 周年，他们又一次到此遥测。 遥测结果
还是令人满意的。

5月 8日，“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先导专
项发布信息： 汶川灾区的 5 个大型滑坡群的
滑坡体， 植被覆盖恢复整体状况良好； 老北
川、汉旺等 12 个乡镇区，滑坡活动强度整体
呈下降趋势， 但震区滑坡泥石流灾害及其危
险性依然存在； 汶川震区堰塞湖风险已基本
消除， 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已成为风景区和
重要水利设施……

1986 年，中国建立了以“奖状 S/II 型”高
空遥感飞机为载荷平台的航空遥感中心，它

在国家资源环境调查以及洪涝等灾害监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对于遥感人而言，
2008年的汶川地震成为了遥感应急监测的拐
点。 正是在抗震救灾中，中科院航空遥感人服
务救灾，提升技术，努力参与建立和完善我国
新的灾害应急机制。

张占杰回忆说，飞汶川前，航遥中心当时
还没有先进的数字航空摄影相机， 只有胶片
相机，而胶片的后期处理很慢。 后来马上联系
借调了一台 ADS40数字航空摄影相机。 依托
震区高分辨率数据，科研人员经过科学分析，
向国家上报百余期报告， 并向十几个国家部
委实施数据共享。

汶川紧急救灾过去后， 一个新的遥感应
急机制初步建立。 在这之后的青海玉树地震
和雅安芦山地震袭来时， 遥感人更迅捷更有
效地投入到救灾工作中。

汶川地震时，遥感人还是拿着各种证明、
手续到空管部门申请飞行。“后来，空管部门
的同志和我说，以后碰到这种紧急情况，你们
就不用跑了，直接打个电话就行了。 ”张占杰
想起来就觉得十分感动。 汶川地震后的遥感
数据，是从遥感飞机上取下后，马上送往重庆

江北机场，然后由国航班机带到北京。 飞机刚
一落地，取数据的同志就接过硬盘，火速赶往
研究所，开始数据分析研判。

而到了 2010 年青海玉树地震时，中科院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联合中科院网络
信息中心、成都分院开辟了光纤传输数据专
用通道，这一通道效果显著———4 月 14 日玉
树地震发生后，中科院遥感飞机第一时间奔
赴灾区，并利用光纤及时把数据传回北京处
理。 航遥中心的此次飞行首次实现了我国地
震灾害历史上当天的灾情当天航空遥感监
测。

如今， 中科院为航空遥感投入了更多的
支持。 现在航遥中心建成了国内最先进的具
有全波段综合观测能力的高空遥感科学平
台，拥有光学、微波等全套遥感器。

李大庆

航空遥感 在汶川震后救灾中浴火重生

智能手表可以帮助我们监测睡眠和心
率；智能音箱可以告诉我们今天的天气、适宜
穿什么衣服以及实时新闻； 智能手机能做得
更多， 囊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不久的将
来，这些功能可能全部将由“电子皮肤”代劳。

近日， 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鲍哲南在英国《自然》
杂志发表报告称，他们首次成功开发出更易

量产的高密度、 高灵敏度可拉伸晶体管阵
列，这一成果是柔性电子领域制造工艺的新
突破。鲍哲南曾表示，智能手机是现在，而人
造电子皮肤是未来，是下一代电子工业发展
的方向。

在解释这项成果的价值时， 鲍哲南解释
道：“集成电路里面有很多层不同的材料，这
些材料都必须做成很小的不同形状， 然后一

层层叠加，整个工艺有几十到上百的步骤。 ”
她透露团队用 8 至 10 年的时间才完成整个
工艺研发，“这证明用电子皮肤一样的电子材
料来做电子器件，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事情，而
不再是科幻场景。 ” 对于未来电子皮肤的发
展，她认为人造电子皮肤是“不可避免的一个
趋势”，但目前“还处在起始阶段”。

崔 爽

电子皮肤：智能手机“接班人”

本报讯（通讯员 左列）日前，“北斗军
民融合创新基地暨北斗 + 众创空间集群
（湖南）揭牌仪式”在长沙举行，这标志着
“北斗 + 众创空间集群（湖南）”及北斗军
民融合创新基地正式启动。

北斗军民融合创新基地是由北斗产
业安全技术研究院建设和运营的多方共
建共享共赢的专业化创新孵化服务平台，
通过引入“测控与导航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北斗 + 众创空间集群（湖
南）”等科技创新平台，与高校、企业及项
目团队在北斗及军民融合领域展开技术
协同创新、成果转移孵化、人才联合培养
等多个层面的合作，力争打造成全国一流
的北斗领域技术、人才、产业的聚集地，培
育区域北斗产业生态，促进区域北斗产业
发展。“北斗 + 众创空间集群”落户湖南，
将整合国内北斗领域各项优质资源，为推
动湖南北斗技术创新及北斗产业发展提
供全新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姜杨敏）5 月 8 日，全
球首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简称“智轨”）正
式进入为期三个月的试运行阶段。 这标志
着由中国中车自主研制的“智轨”新型轨道
交通制式已初步具备商业化运营能力。

株洲“智轨”A1 线（首期）位于株洲神
农大道，从神农大剧院站首发，途径珠江北
路站、黄河北路站、体育中心站，共 4 个中
央岛式站台，全长约 3 公里，为“智轨”示范
线首期工程。根据规划，“智轨”示范线总里
程为 12 公里，分两期建设，二期线路全长
约 9 公里，将与一期连接形成 12 公里“智
轨”示范环线。

为减少列车靠站充电时间， 线路首末
站配备的列车充电装置采用了短时大功率
快充技术，当列车进站发出充电申请后，充
电装置自动切换为供电状态， 车辆升弓受
电，最大充电电流可达 1000A，充电 10 分
钟能保证 25 公里的续航里程，绿色环保又
节能！

● 创新展台

近日， 福特汽车公司发布了一项原
型技术———“感受景观”， 通过将摄像头
安装在车窗上，拍摄外部景观照片。 该技
术可以让视障人士通过触摸想象出传递
的景观。

该技术将拍摄的照片变成高对比度
的单色，然后使用特殊的 LED 灯在玻璃

上进行再现。 用户可以触摸图像，灰度的
色度在 255 强度的范围内振动， 使得乘
客可以触摸景观并重构脑中的景色。 该
技术具有图像识别系统， 可识别路过的
风景并大声讲出来， 以便乘客知道他们
是否经过了大山、森林或是海洋。

据《北京晨报》

本报讯（通讯员 任彬彬）5
月 11 日，湖南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启动第七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南赛
区） 暨第五届湖南省创新创业
大赛。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是一项
全国性创业比赛，分地方赛和国
家行业总决赛，地方赛即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湖南赛区)；湖南省
创新创业大赛是一项全省性创
新创业赛事，上对接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下对接各市州赛和专题
赛。今年我省继续将两赛合二为
一，整个赛事持续全年。

大赛设初创企业组、成长企
业组、团队组 3 个类别，分新材
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互联网
6个行业比赛。6月 15日前为组
织报名阶段。企业组统一登录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团队组统
一登录湖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
统公共服务平台注册报名。

据了解，2013 年至今，湖南
省已成功举办 4 届赛事， 共吸引 4562
个项目报名参赛，200 多家创投机构、
600 多名投资人参与赛事评审， 帮助参
赛企业获得创业投资超过 8 亿元，获得
贷款授信超过 5 亿元，培训创业者 2 万
多名。 大赛正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众创
空间和众扶平台。

● 动态传真

未来车窗技术让盲人触摸景色

山东威海老科协会长来宁远考察学习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秉民）日前，山东省

威海市老科协会长王国礼一行 7 人，在永州市
老科协会长孔宪访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宁远县
老科协考察学习。

在宁远县副县长胡红灯及县老科协会长
邓丽华等的引导下，王国礼一行先后考察了县
老科协培植的三个示范基地：一是岭头源的鑫
农种植专业合作社，详细咨询了葛根、淮山特

色农业种植销售情况；二是兴泰生物科技在太
平镇的互叶百千层（又称澳洲茶树）种植经营
情况；三是同仁医院民众就医的情况。

考察结束后，召开了交流座谈会，双方就
老科协基层组织建设、服务三农、创建百岁示
范村(社区)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学习，起到了互
相学习谋发展、共促老科协工作上台阶的良好
效果。

第
七
届
中
国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湖
南
开
赛

全球首条“智轨”示范线
试运行

国内首个“北斗 +众创
空间集群”落地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