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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于冬阳 关洪涛） 近日， 国家教育
部、财政部公布了2014年度“2011协同
创新中心”认定名单，作为我国首个由军
队院校牵头的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
新中心，国家“2011计划”高性能计算协
同创新中心榜上有名。 该中心由国防科
技大学牵头，中山大学、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北京
大学等11个高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组成。

“2011计划”是继“211工程” 、“985
工程”之后，我国在高等教育系统启动的
第三项国家工程。 高性能计算协同创新
中心作为首个由军队院校牵头的国家
“2011计划”中心，将有效促进军队院校
优势学科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并为军队
建设、 国家安全与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

撑。
该中心于2011年8月开始筹建。 期

间， 中心依托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的技
术框架，成立了“天河”超算联盟，完成了
“天河”超算网格上线试运行，创办了高
性能计算国际论坛， 承担了安全操作系
统、高端通用芯片等核高基课题，由该中
心承担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一
举夺得世界TOP500三连冠。

据介绍， 该中心将面向国家和军队
需求，围绕基础构件研究、计算机系统研
制、科学工程计算应用研发、大数据处理
与网络安全4大方向，建设军民融合的组
织管理体系、 多学科交叉的复合人才培
养与学科体系、 重大任务引导的科研协
同创新体系， 以及高性能计算协同创新
资源汇聚平台， 为保障信息系统自主可
控和网络安全做出贡献。

铸雷锋品质 做职业达人
湖湘大学堂纵论雷锋精神与职业教育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尹虹 通讯员 罗慧玲）“雷锋有着
优秀的职业品质，时代需要雷锋式职业人，我们正积极探索、
携手共育更多的雷锋式职业达人。”23日下午，由省委宣传部、
省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湖湘大学堂. 名家讲坛本年度第六场精
品演讲活动“铸雷锋品质，做职业达人” 在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长沙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红专教授、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张建中教授先后登台演讲， 生动论述了弘扬雷锋精神与
推进职业教育的紧密关联、实现路径。

张红专认为，雷锋的优秀职业品质表现为报效祖国、服务
人民，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积极主动、团结协作；雷锋式职业
人的10种优秀品质是：感恩、责任、敬业、主动、勤奋、高效、协
作、诚信、谦虚、豁达，与当前世界500强企业员工必备品质高
度吻合。张建中表示，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与高等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的目标定位高度契合；雷锋式职业人要具备“一颗忠诚
执着的爱心、一种艰苦朴素的行为、一股刻苦钻研的劲头、一
个乐于实践创新的信念”。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他们所在的雷
锋故乡长沙、 第二故乡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多年来坚持把弘扬
雷锋精神寓于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培养了大批品学兼优、大受
用人单位欢迎的毕业生。

省委宣传部巡视员李湘舟、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周发源为
张红专、张建中颁发了“湖湘大学堂演讲专家”聘书。

高性能计算协同创新中心
通过国家认定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朱
永华）今天下午，全省首批“学以
创业先锋”座谈交流会在长沙召
开，来自全省各地各行业的代表
和单位接受表彰。

按照学习探索意识强、创新
创业事迹感人、创业成就显著的
标准，省委学习办组织有关专家
评选出全省首批“学以创业先
锋”。 他们是中南大学团委副书
记、博士研究生金冠华，湖南大
学2014届本科毕业生、长沙子非

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魏
啸宇，湖南汉青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满孜孜，新中合光
电科技（保靖）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波，长沙龙虎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袁虎，常德市闻湘
月特色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唐
英，临湘市羊楼司镇新屋村大学
生村官李黎，沅江市理想生态农
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理，湘
潭市达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达闻，宜章县一六镇石街

头村党支部书记李俊生，双峰县
荷叶镇神冲村大学生村官刘小
阳，长沙理工大学2014届本科毕
业生、湖南梦想起航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阿迪力·麦麦提吐
热，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木材科学
与技术教研室，高斯贝尔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 湖南树仁集团，邵
阳市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获奖。 据悉，首批“学以创业先
锋”将于近期分组赴全省各地举
行“学以创业先锋”报告会。

“珠海航展”11月揭幕
我省7家航空企业独立参展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彭雅惠）11月11日至16日，第十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届时，株洲
航空产业园和其他7家湖南航空企业将携主力产品参展。23
日，广东省政府及珠海航展有限公司来长沙举行航展推介会，
发布了这一讯息。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是世界五大航展之一每逢双年
在珠海举办，从1996年至今，已经举办九届。作为中国唯一由
国家批准的综合性国际航空航天展览， 航展国际影响力连年
扩大，本届航展全球有近700家参展商参加，展馆8个，室内展
览净面积超过35000㎡，展出飞机130多架，创下历史新高。

我省山河科技、通联、罗特威、翔为、艾翔、中航通发及株
洲新芦淞7家企业已注册独立参展，展品包括航空器、航空航
天零部件、机场设施及航空航天配套服务；而株洲市则将首次
以株洲航空产业园名义参展，推介中小型航空发动机产业。据
悉， 山河科技研发的阿若拉固定翼飞机将首次组成编队进行
飞行表演，与歼十战机、领世AG300、西锐SR22等明星飞机长
空共舞。

湘籍音乐家邹翔
演绎肖邦“练习曲”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陈薇）今晚8时，动人心弦的钢琴
声在湖南音乐厅响起，有“键盘上的诗人”美誉的湘籍音乐家
邹翔以肖邦的一首练习曲拉开了今晚的独奏音乐会序幕。据
悉，邹翔在整场音乐会中演奏肖邦练习曲的三首遗作，这是对
钢琴家全方位且超常的考验， 因为演奏者不仅要试图征服技
术，更要超越技术。在邹翔的精湛技艺下，短小精悍的练习曲
被演绎得意趣盎然，艺术趣味浓厚。

出生于湖南的邹翔，现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并
已在四大洲50多个城市举办过音乐会。这次能回家乡进行表
演，邹翔觉得很开心，希望能用美好的音乐和家乡人民交流。
据悉，今晚的音乐会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化厅、湖南
省教育厅、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是“雅韵三湘·艺苑金
秋”系列活动之一。

(上接1版②)
在学校办公楼一楼大厅，两

块用不同文体写的“公勇勤朴”
校训横匾，端庄地挂在大厅大门
正对的墙面上。每个走进大楼的
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两
块横匾上的文字。 文字，苍劲有
力，刚柔相济。

“这两块横匾，都是很有来
历的。 ”长沙市一中校长兼党委
书记廖德泉介绍说：“第一块横
匾，从右至左，隶书书写，是我校
第一届校友，也就是毛泽东在一
中读书时的同届同学、著名教育
家、 曾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
湖南大学校长的黄士衡1917年
所题。第二块横匾，正楷书写，从
左至右，乃颜家龙2006年所题。
颜家龙也是我校校友，是朱镕基
在一中读书时的同届同学，著名
书法家。 ”

1911年，清王朝倒台，中华
民国建立，百废待兴。国家复兴，
人才是关键。一批有识之士积极
倡议新学。著名教育家符定一等

人向原省政府请示，要求创办西
学。 符定一在《创办湖南公立中
学校理由书》中提出：“民国建立
由专制一跃而为共和， 操义既
高，保持匪易，非有多数具完全
普通知识之国民散布全国，将谁
与立？ ”

1912年3月， 湖南省公立高
等中学堂在长沙市湘春路紫东
园创办， 符定一出任首任校长。
这也是湖南省第一所公立中学。
学校当年秋季开始招生，毛泽东
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该校首届
学生。

开学伊始， 符定一认为，必
须明确学校办学宗旨。符定一提
出， 首先要“以天下家国为己
任”，要关心政治，对国家大事要
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了国
家，必要时，要敢于献身。 要勇
敢，要有好的身体。为此，学校规
定，体育不及格不能升学、毕业。
要全面发展。 学校开的课程，除
了国文、历史、数学、理化，还有
地质学、 生物学； 外国语开了3

门：英语、德语和法语。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符定一

提出了“公勇勤朴”的校训，得到
广大师生的认同。时任省教育厅
厅长、教育家朱经农最早为学校
题写校训。 学校虽历经百年，数
易其名， 屡迁校址，1914年改名
省立第一中学，1952年改名长沙
市第一中学，但校训“公勇勤朴”
一直没变。
【校训集萃】

湖南师大附中 公勤仁勇
长沙市长郡中学 朴实沉毅
长沙市雅礼中学 公勤诚朴
长沙市明德中学 坚苦真诚
长沙市周南中学 自治心、

公共心、进取心
长沙市望城一中 严谨朴

实 奉献进取
长沙县一中 团结严谨 求

实创新
浏阳市一中 崇德尚志 勤

奋创新
宁乡县一中 诚信勤朴
长沙市稻田中学 志诚仁爱

(上接1版③)
在农业大学校园中，爱心捐助正在发酵。收废品的大叔

把他一天收废品卖到的318元钱全部都投进了募捐箱；送
外卖的大妈用颤抖的手，在募捐箱中投入了100元；校国家
级柑橘培育中心的老师义卖了3000多袋柑橘，筹到6311元
爱心款……

目前筹集的爱心款，与娜娜骨髓移植手术所需80万元
费用仍有一定差距，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爱心单位、爱心人士
行动起来。 爱心人士可以继续拨打本报96258热线，也可直
接向娜娜账号汇款： 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宁乡支行， 账号：
6222021901012762850，户名：王李思娜；中国建设银行长
沙宁乡支行，账号：6217002920110342152，户名：王李思
娜；支付宝账号：1594446924@qq.com。 户名：王李思娜。

岳阳：
创新发行 速战速决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罗光辉 李
红）最近，岳阳市委召开2015年度全市党报党刊发行会议，
全面部署2015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市委常委、市委宣
传部长徐新启在会上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正确把握形势，
坚定态度，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创新发行，速战速决，确保
在12月15日前全面完成2015年度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岳阳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做
好2015年度全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党
委、政府及各部门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订阅
范围，确保主要党报党刊发行数量持续稳定增长，将《人民
日报》、《湖南日报》等主要党报党刊，订阅到全市各级党政
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处（科、室），国有企业处（科、
室）、车间、大中专院校及所属系（院、室），城镇党支部、中
小学校和农村有条件的学校，公安、工商、税务系统的基层
所及其他垂直管理行业系统基层单位的党组织，规模以上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有条件的新社会组织的党组织，部队
连级建制以上单位的基层党支部。宾馆、铁路、航运和电
信、邮政、银行、证券交易所等人员流动较大的场所，要摆
放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供读者阅读。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纪委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费订阅党报党刊，县处级以下干
部提倡采取“私订公助”形式订阅党报党刊；鼓励将主要党
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统一实施政府采购，鼓励社会
力量征订主要党报党刊捐赠贫困地区； 要严肃订阅纪律，
创新发行模式，加强网络建设，提高投递时效，积极拓展市
场增量特别是零售市场份额。

邵阳：
确保《湖南日报》
发行稳定增长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罗中
利）20日下午， 在邵阳市召开的2015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会议上，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长忠要求，切实做
好明年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在稳中有升的总要求下， 确保
《湖南日报》等主要党报党刊发行量在2014年度实际完成任
务数基础上有所增长。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市委办、市政
府办联合发文，要求各单位拓宽订阅渠道，无条件完成下达
的指令性公费征订任务。其中《湖南日报》要进一步扩大征
订范围，巩固和扩大在医院、学校、宾馆客房、民营企业、商
贸经营网点、 主要公共场所和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小组的
订阅数量。

为圆满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邵阳市要求各级各单
位继续落实市直机关单位党报党刊发行牵头负责制。 严格
执行公费订阅规定，优先落实党报党刊订阅经费。鼓励将主
要党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统一实施政府采购。鼓励社
会力量征订主要党报党刊捐赠贫困地区，实施文化扶贫。继
续坚持和推广“集订分送”、“代收代订”、“私订公助”、“政府
采购”、“文化扶贫”等行之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报党刊发行的新形式、新办法。

邵阳市同时对2015年度主要党报党刊发行进度将视情
在全市予以通报。

切实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10月24日，现场精彩的街舞表演吸引了近千名民众观看。当晚，“财富金星路，机遇在咸嘉”———岳麓区
2014年咸嘉商务旅游节开幕式在长沙市金星中路步步高广场长沙店前坪盛大开幕。 该旅游节将持续至10
月30日，共展出18个英国经典品牌，市民可在活动现场品尝东南亚美食。 本报记者 李健 吴希 摄影报道

首批“学以创业先锋”长沙受奖

殡葬改革重点任务明确
到2020年火化区火化率将达100%

� � � �
� � � �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何波）记者从今
天在衡阳召开的全省殡葬改革工作会议上获悉，我省下一步
殡葬改革重点任务明确：力争到2020年，全省火化区稳步扩
大，殡葬设施市县全覆盖，火化区火化率达到100%，全省年
均火化率每年增长0.5到1个百分点，节地生态安葬超过40%。

会议提出，在加快殡葬设施建设方面，每个县至少要建
有1所殡仪馆， 规模较大、 人口集中的乡镇街道要有治丧场
所，火化区殡仪馆均要有排污限值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火
化设备，所有县要建有公益性骨灰存放楼（堂、塔）或公益性
墓地。继续扩大全省火化区，原则上县城所在地均为火化区，
长株潭地区覆盖面逐步达到100%。 推行骨灰格位存放、树
葬、深埋等多种节地生态葬法，对暂不实行火葬地区，严格限
制墓葬用地，尽量选择荒山瘠地集中安葬，教育引导群众不
立碑、不留坟头、不用水泥石材建坟。严肃查处党员干部治丧
违纪违法行为。

(紧接1版①)此外，该车还提供了导航、倒车影像、7寸彩色电
容屏， 蓝牙、WiFi等功能。 该车在长株潭地区终端售价为
4.89万元。

众泰云100的诞生， 填补了我省汽车工业中新能源整
车研发和制造的空白。当天，湖南省级新能源汽车技术中心
也正式成立，同时，省内第一家新能源汽车云监控中心、湖
南大学与众泰汽车联合实验室也正式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