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6日讯 昨日，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讨会在长沙
举行， 此次研讨会由湖南师范大
学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主办。
会议期间， 同时举行中国新闻史
学会常务理事会第五届第五次会
议。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58所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
院、 新闻研究机构及媒体共百余
名代表参加会议。 与会代表围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发展与
传播创新、 媒介实践与人才培养
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记者 黄京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讨会在长举行

本报4月16日讯 近日， 省发
改委、省民政厅印发了《湖南省防灾
减灾规划（2016－2020）》（下称《规
划》）。其中，明确了“十三五”期间
“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比例控制在1.3%
以内， 年均每百万人口因灾死亡
率控制在1.3以内”等具体指标。

《规划》确立了“到2020年，基
本建成满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集约高

效、 保障有力的综合防灾减灾体
系”的总体目标。此外，还确定了防
洪排涝抗旱减灾、防震减灾、地质灾
害防治、气象防灾减灾、自然灾害
卫生应急、 农牧渔业防灾减灾、森
林及林区防灾减灾、救灾物资储备
体系、应急避难场所和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 减灾应急指挥系统和救
灾装备、 防灾减灾宣传教育与科
普等11项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祝林书

我省出台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
将推进应急避难场所等重大项目建设

本报4月16日讯 经过三天
的激烈角逐，2017中华龙舟大赛
(长沙芙蓉站)于今天中午在浏阳
河东屯段龙舟码头落下帷幕。乐
从罗浮宫队、名门世家九江队分
别获得职业男、 女子组总冠军，
山东聊城大学队在本站比赛中发
挥出色， 包揽青少年组男子总冠
军与青少年组女子总冠军。

其中， 湖南共有3支队伍进入

决赛，包括长沙千龙湖、湖南汨罗屈
子、长沙芙蓉龙舟，并分别获得职业
男子组第五名、第六名、第八名的总
成绩。另外，湖南汨罗屈子队夺得
青少年组女子总成绩的第四名。

据了解， 本次长沙芙蓉站吸
引到近10支湖南本地队伍报名参
赛， 共计67支队伍、1500余人参
与资格赛， 队伍数量与人数均创
下历年新高。 ■记者 李成辉

中华龙舟大赛长沙芙蓉站收官

4月15日晚，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金奖获得者杨苗（中）在
颁奖典礼现场发表获奖感言。 记者 徐行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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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晚举行的首届湖南
文创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上，
作为两个最小的受邀嘉宾之
一，13岁少年宁子岳带着他
的发明《多功能沙滩物品储存
器》上台发言，小小年纪就获
得国家、国际专利，让各路大
咖刮目相看。 今日记者在长
沙市中雅培粹学校采访到了
这个小小发明家。

宁子岳介绍， 他发明的
这个“神器”能够像螺丝钉一
样被拧到沙滩里，沙滩毛巾、
充气头枕铺在上面为储存器
做掩护，如果有人想偷东西，
储物器还会自动报警， 同时
因为其是中空和防水的，还
可以充当救生工具。

目前， 宁子岳设计的这
个储物器已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国家外观设计专利、国际
专利PCT通知，并在第33届长
沙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
荣获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教
授也同时发明了一个类似的
储物器， 不过因为他晚申请
了两天， 最终只有宁子岳获
得了申请国际专利的机会。

■记者 贺卫玲

本报4月16日讯 把湖湘文
化作为文化创意的源泉、 设计
要会利用适当的载体呈现文化
让用户共鸣———15日上午 ，
“创·造·生活———湖南首届文创
高峰论坛”在长沙音乐厅举行，本
次论坛是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系列活动之一。众多行
业专家、业界精英汇聚一堂。

论坛上， 湖南省文化厅党
组书记、厅长禹新荣、文化部文
化产业司企业发展处处长马

力、 中国高科技产业研究会副
理事长刘延宁、 中国传媒大学
经管学部部长兼文化发展研究
院院长、 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
委员会主任范周、 湖南商学院
文学院院长郑佳明、 猪八戒网
常务副总裁刘勇利、 台湾实践
大学教授丑宛茹、 台湾崇右技
术学院设计学群学群长兼创意
产品设计系主任吴俊延纷纷展
开了精彩的观点交锋。

■记者 陈月红

本报4月16日讯 昨晚8时
许，由湖南省文化厅、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华声在线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承办的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颁奖典礼在长沙音乐厅举行。

本次大赛以“创·造·生活”
为主题，自2016年9月6日启动
以来， 组委会共收集到文创作
品4023件，吸引了来自全国26
个省市区、香港、台湾,以及美、
英、法、意等国家的选手参与，
经层层公开评审，最终选出20
件晋级作品。 大赛终审评委根
据20件晋级作品实物和选手
答辩表现评选出各级获奖作
品，经公证处公证员全程监督，
最终评定《梭说侗锦亚麻系列》
荣获金奖；《新·書院六禮》 等6

件作品荣获银奖；《随意》等13
件作品荣获铜奖及网络人气
奖、优秀组织奖等。获奖作品
多选用纸、竹、草、麻、陶瓷等环
保材料，侗族织锦、苗绣、土家
织锦、益阳竹编、扎染、湘绣等
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
工技艺则有机融入作品之中。

此外，颁奖典礼上，湖南文
化创意中心举行了湖南文化创
意战略合作协议文本交接仪
式，主办方与湖南省博物馆、湖
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猪八戒网、万事利集团、湖
湘名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长
沙拼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长
沙星面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
场交换签约文本， 共谋文创产
业发展。 ■记者 陈月红

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收官

灵感来自生活
创意侗锦斩获金奖

4月15日晚， 在长沙音乐
厅，古老的侗锦焕发异彩———
通过文创专家的创新设计，
“梭说侗锦亚麻系列作品”斩
获首届湖南文创设计大赛金
奖，其创作团队也获得了高达
30万元的奖金。

《梭说侗锦亚麻系列》参
赛作品以原木棕色和蓝色作
为基础色， 拼接多种色块，又
采集传统侗族纹样重新排列
组合， 收敛彩锦的锋芒毕露，
放大素锦的朴素大方， 使之
更符合现代美学理念。“亚麻
材质近似人的皮肤， 有保护
肌体、调节温度的天然特性。”
创作团队成员杨苗说。杨苗来
自我省的国家级贫困县———
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大学学
的是设计艺术专业。“这不仅
仅是设计师的作品，这个奖项
也属于通道的织娘!我们的作
品主色系来源于侗族吊脚楼，
来自于我们住的地方和穿的
衣服， 来自于我们的生活。”
当晚，登上领奖台的杨苗代表
所在的创作团队当场决定将
获得的30万元奖金全部捐助
用于通道织锦文化的建设，让
当地织娘拥有自己的“织娘之
家”。 ■记者 陈月红

金奖获得者
捐出30万元奖金

相关新闻

13岁少年发明
沙滩储物器
获国内国际专利

本报4月16日讯 今天下午，
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在长沙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汪
洋副总理对湖南脱贫攻坚工作的
讲话要求，全面查摆、全面诊断、
全面整改脱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全面动员、全面督办、全面压实各级
脱贫攻坚工作责任，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委托， 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在会上讲话。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会议，省
领导陈向群、易炼红、傅奎、黄兰香、
胡衡华、谢勇、张剑飞、戴道晋、杨光
荣、赖明勇、许凤元出席会议。

全面“透视”和“体检”

许达哲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
向， 对全省脱贫攻坚问题进行全
面查摆、全面诊断、全面整改，确
保向党中央交上合格答卷。 要举
一反三、不留死角，对全省脱贫攻
坚问题进行一次大排查， 确保原
因分析到位、坚决整改到位、督查
落实到位。要全面查摆问题，不能
“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就地论
地”。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都要深
入反思， 坚持横向到边、 纵向到
底，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查、一个项
目一个项目过、 一笔资金一笔资
金审， 对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全面的“透视”和“体检”。要全面诊

断原因，从思想认识、工作质量、工
作作风上找原因， 真正找到“病
灶”、清除病根、解决问题。要全面
整改落实，对排查出来的问题拿出
清单、建立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做
到“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责任
人、一抓到底”，确保在两个月内整
改到位。要严肃追责问责，对扶贫工
作中的违法乱纪，发现一起，处理一
起，但不能乱打板子，找替罪羊。

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许达哲强调， 坚持稳中求进
总基调和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走
精准扶贫、 特色发展、 可持续之
路。 要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坚持造血式扶贫，注重发展特
色产业， 和贫困群众一道选好发
展好当家产业，加大教育扶贫、医
疗扶贫、生态扶贫工作力度，努力
实现“一户一产业”、“一户一保
障”、“一户一技能”，推动脱贫攻坚
可持续、不返贫。要坚定信心，按照
中央部署要求和省里既定工作安
排，咬定目标不放松，倒排任务、倒
逼责任、 倒查难点， 紧盯时间节
点， 挂图作战， 切实强化统筹协
调、分工负责，强化资金投入、拨
付和监管， 强化基层扶贫队伍建
设，强化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坚决
打好脱贫攻坚战役， 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记者 夏似飞 冒蕞

我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许达哲出席并讲话 乌兰主持

全面查摆诊断整改 打赢脱贫攻坚战

高峰论坛为湖南文创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