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继云 张克鹤 沈小

军） 近日， 怀化市首届优秀社科专家名单中，

溆浦县桥江镇枣子坡村的农民舒作标格外引

人注目。听说自己被市委、市政府授予“首届优

秀社科专家”，身为“泥腿子”的舒作标高兴地

说：“我一个农民成了优秀社科专家，真是做梦

也没有想到。 ”

现年 54 岁的舒作标用 32 年时间和精

力潜心编著《生产力通史》。 该书共 18 册、

100 个分册， 近万个条目和数万幅图片，共

3000万字。据了解，现在已经整理出 6卷，正

式出版 3册。中国生产力学会组织专家进行

了评审，给予了高度评价：“选题好，这项研

究十分有意义， 所采用的分期标志恰当，比

他人的研究更细密，所用史料丰富。 这一研

究成果不但对史学有新的贡献，而且也为生

产力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填补了

国内外学术空白。 ”

据了解，《生产力通史》 汇集了人类有史

以来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起源与发展史料，具

有理论、 工具、 史料乃至百科全书的多重功

能。 2006年被评为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 国家图书馆、中央党校、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等图书馆都已购用此书。

10 院士对接

湖南机械企业解难

本报讯（胡宇芬） 近日，工程机械产业

规模跃居全国第一的湖南， 迎来了由 10 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产业考察团。 在一睹

中联重科、山河智能、三一重工的产品风采

后，尹泽勇院士代表大家表示，将认真研究

和了解世界工程机械产业的最新发展趋势

及行业对技术的需求，为湖南工程机械产业

朝国际化发展建言献策，提供科技支撑。

工程机械作为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支柱作用。 随

着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大力推进，我省工程机

械产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去年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 1000亿元，利润达到 100亿元。 如何加

快国际化进程，由“规模扩张型”转向“创新

效益型”，从“工程机械制造大省”变成“工程

机械制造强省”，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省科技厅和省科协的推动下， 中国工

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派出了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车辆设计与制造、机械设计与理论等

8个学科专业的 10位院士来湘考察。 考察期

间， 院士们与刚刚挂牌成立“院士专家工作

站”的三一重工进行了专题对接，对于三一重

工提出的技术难题和项目， 将在沟通交流后

积极组织攻关，建立长期技术合作关系。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亚平 李浩谦） 7 月

23日，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及中国电信

湖南公司在长沙联合启动“登高计划”，宣布

在 2011 至 2013 年 3 年间， 全省将创建 10000

家“数字企业”，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的阶段性目标。

针对我省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专业人才匮

乏、资金投入不足、应用能力亟待提高等问题，

“登高计划”提出了以“七个一”为主要内容的

“数字企业”建设模式，即“一条互联网高速接入

通道、一个企业数据通讯网络、一个企业门户、

一套自动化管理系统、一套电子商务系统、一套

网上培训系统、一个企业内部图像监控平台”。

为加快“登高计划”实施，中国电信将为计划

提供“量身定做”式的全方位服务，帮助湖南企业

快速实现电子商务、现场监控、客户关系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内部办公、视频会议、门禁管理等方

面的智能化与网络化。 对达到“七个一”目标的企

业予以新增通信使用费的 50%的通信成本补贴。

据了解，自 8 月开始，我省将在 14 个市州

同步开展万家“数字企业”系列巡展活动，将技

术、培训和应该体验送到广大基层企业。 今年

年内将在全省完成首批 1500 家“数字企业”的

创建，并在年底进行总结评估和表彰。

“登高计划”助力数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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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内打造万家数字企业

新华社消息 我国第一个由快中子引起

核裂变反应的中国实验快堆 7 月 21 日 10

时成功实现并网发电。 这一国家“863”计划

重大项目目标的全面实现，标志着列入国家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前沿技术的快堆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占领核能

技术制高点，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核能系

统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国实验快堆是我国快中子增殖反应

堆（快堆）发展的第一步。该堆采用先进的池

式结构，核热功率 65兆瓦，实验发电功率 20

兆瓦， 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功率、具

备发电功能的实验快堆，其主要系统设置和

参数选择与大型快堆电站相同。实验快堆充

分利用固有安全性并采用多种非能动安全

技术，安全性已达到第四代核能系统要求。

该项目由科技部、 国防科工局主管，中

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组织，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具体实施。 多年来，原子能院组织国内

相关大学、研究院和企业等几百家单位并大

力开展国际合作，经过多年不断的创新探索

和协作攻关，先后完成了研究、设计、建造、

调试，2009 年 5 月开始系统热调试，2010 年

7月 21日实现首次核临界。

我国首座快堆并网发电

新华社消息 在有效服务公益事业的同

时兼顾经济性，是世界地铁列车制造业追求

的目标。中国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7月 21

日宣布，其装备深圳地铁 5 号线列车的新型

异步牵引电机，不仅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

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而且经济性领跑世界。

当日，一列将服务于深圳地铁 5 号线的

列车在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

线。 技术人员介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列地

铁列车装备的是我国最新型异步牵引电机。

这种电机采用特殊的自通风三相“鼠笼式”

结构， 使用高性能有机硅材质绝缘系统、电

机定子无需机壳、特殊的散热结构和轴承润

滑密封结构， 使牵引电机能长时间保持高

效、低耗运行状态。

根据长时间、 高强度验证性技术测试，

国产新型地铁异步牵引电机购置费用、后续

维修成本分别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 80%和

50%。按照每列地铁列车需安装 16台牵引电

机计算，意味着压缩购置费用 30 多万元，节

约维修费用 160万元。 以深圳地铁 5号线此

次批量订购 8 列列车为例，地铁运营方一举

节约购置、维修费用超过 1500万元。

新型地铁牵引电机

经济性领跑世界

本报讯（通讯员 李杰 蹇军） 近日，一

本由桃源人李学文独创的新记时系统———

《四字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四字历》

比拟公历并对公历的表达进行了简化和规

范，用 4 个字符就可以表示日期、星期、月份

和年份。

四字历也称加卡历， 加卡平面由 A 到

Z26 个英文字母和 O、K 两个原创字符组

成，28个字符分 4行有序排列，纵横交错、经

纬定格，使得每个日子都有固定的表达。

李学文毕业于衡阳医学院，曾就读于湖

南大学外语系，是一位医生，现从事于符号

创新工作。 他独创的这种新的时序系统，为

计算时日提供了新的选择。

“四字历”提供

时日计算新法

本报讯（通讯员 游军 黄武联） 近日，资

阳区畜牧水产局举行专业技能应知应会竞赛

活动，60 多名干部职工参加笔试，8 支代表队

参加知识抢答赛。

为开展好这次活动，区畜牧水产局编写了

专业技能手册，印发给干部职工。 请专家和单

位业务骨干授课，每月集中学习一次，每周各

业务站室分组学习。把学习竞赛作为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的载体，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

用，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资阳开展畜牧水产技能竞赛

7月 23日，可以装载 14100标箱的“中海水星”轮首航仪式在连云港集装箱泊位启动。 据介

绍，“中海水星”轮是中国海运集团已投入使用和在建的８艘 14100标箱集装箱船舶中的一艘，也

是目前世界最大、技术最先进、环保性能最优良的集装箱船之一，船长 366米，宽 51.2米，载重

155470吨，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新华社发

溆浦农民成社科专家

急性喉炎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喉部炎症，

造成喉头充血水肿，引起气道狭窄所至。 急性

喉炎的常规治疗是：使用抗生素、激素以抗炎

并减轻喉头水肿。重者需要肌肉注射或静脉点

滴激素、超声雾化药物吸入。 急性喉炎是必须

去医院治疗的重症，应急诊治疗。

急性喉炎的家庭护理应注意以下几点：(1)

按时服药。一般急性喉炎用激素只需 3～5天，

而且用量不大，但效果显著且快。 家长千万不

要因对激素一知半解，而不给病儿使用，致使

病情加重，延误治疗。 (2)多喝水。 (3)少用嗓子，

尽量不要让孩子大声地哭闹。 (4)饮食要清淡。

宝宝急性喉炎如何治疗和护理

湖南省儿童医院五官科护士 邹维

半个月前，45 岁的老刘感觉容易疲劳，几

天后头面部带状疱疹， 经及时积极的治疗，现

已康复。

专家介绍，带状疱疹是春季最易流行的一

种病毒感染性皮肤疾病，缘于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的感染或复发。初期可有低热、乏力、全

身不适等症状，之后，沿神经支配的皮肤区会

出现带状排列的成簇的疱疹，并伴有皮肤针刺

或烧灼样疼痛。带状疱疹好发于肋部、腰部、头

面部，治疗不及时会引起后遗神经痛，头面部

的带状疱疹治疗不及时有可能导致耳聋、失

明、面瘫等后遗症。

带状疱疹能致聋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 王萍 刘朝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