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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余蓉）“传递网上正能量，争做校园
好网民，是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应
该发挥的重要作用。”12月13日，中
南大学研究生潘磊告诉记者，他今
年参加了“湖湘学子e路成长”系列
活动之“重走长征路”，感受颇深。

作为湖南第五届网络文化节
的系列活动，湖南教育网、湖南教
育政务网承办的“湖湘学子e路成
长”系列活动，自7月启动以来，吸
引众多网友参与关注。

“湖湘学子e路成长”紧扣“两
学一做”“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长征胜利80周年”等主题，覆
盖到全省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
其中“重走长征路”教育政民互动
活动，“青关爱” 活动，“走进坪溪
村———大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已

圆满结束；“知识下乡，教育扶贫”
活动，“校园好网民” 征文活动，
“微课堂+互联网” 活动也将在12
月底以前完成。

系列活动吸引了全省广大教
师、学生、教育系统青年干部等数
以万计的人员参与，其中“重走长
征路”线上答题抽奖活动，吸引了
3万多人参与互动游戏， 通过互
动， 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红军
长征历史；“微课堂+互联网”中的
“讲话精神热校园”微课作品创意
大赛， 仅初赛阶段点击量就超过
200万次，投票数超过150万票。此
外， 教育系统还将网络文化节活
动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
“三下乡”、 精准扶贫等工作有机
结合，起到了互相促进、“1+1＞2”
的良好效果。

“湖湘学子e路成长”
吸引数万师生参与

寻找最美“第一目击者”
12月13日，医护人员教市民进行心肺复苏的急救技能。当天，湖南省人

民医院发起寻找最美“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活动，寻找运用现场救护
技能，参与过自救、互救、他救的急救达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彭澎 ）10日上午，2016年
湖南省精细化工与功能材料学术年会
在湖南科技大学召开。来自中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15所高校
的140余位教授、 专家与会并作学术
报告。

精细化工是当今化学工业中最具
活力的领域之一， 精细化工和功能材
料携手并进已成为行业内的一种新的
趋势。在学术研讨会上，中南大学博士

生导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获得者王建秀分享了其“功能纳
米材料可应用于癌症标志物miRNA
检测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检测
过程中， 检测者可通过功能纳米材料
与癌细胞接触发生荧光变化来检测到
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标志物， 同时还具
有将标志物信号放大的特点与优势。
这些将为癌症等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
有力支持， 该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处
于领先水平，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湖南省精细化工与功能材料学术年会召开

化工与材料携手并进成为趋势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通讯员
株桂华）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
国高技能人才表彰会上， 株洲冶炼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柳祥国荣获
“中华技能大奖”。

“中华技能大奖”是我国技能人
才领域最高的政府奖项， 由人社部
颁发，每两年评选一次。从1995年设
立至今， 全国有230人获此殊荣。这
次全国获“中华技能大奖” 共有30

人， 柳祥国是此次我省唯一获此殊
荣的职工。

柳祥国参加工作22年，一直在
株冶锌电解厂工作， 从电解操作
工， 到工段长， 再到精炼高级技
师，他立足岗位 ，敢于创新 ，总结
出了10多项创新成果： 创造性地
提出了“平、清、紧、看”四一操作
法 ，2010年株冶以其名字命名为
“柳祥国‘四一’ 先进操作法”，此

操作法每年创造上千万元经济效
益； 他提出的“废阳极板定位”建
议实施后，每年可多产析出锌800
多吨；他总结出低电流情况下“五
步操作”，平均每月多产析出锌20
吨；他的“阴阳极操作方法 ”推广
到全公司，每年节约阴极2.2万片，
节约阳极7200片。

2012年株洲市总工会授予成立
“柳祥国劳模创新工作室”。2013年

湖南省人社厅授予成立“柳祥国技
能大师工作室”。

柳祥国先后获得全国第十届全
国技术能手、 全国第三届职工科技
创新成果奖、 全国有色行业技术能
手、湖南省首届百佳首席技师、湖南
省首届职工科技创新成果奖等荣
誉。2012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
南省劳动模范，2015年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

株冶柳祥国获“中华技能大奖”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左

丹 通讯员 李妍蓉）今天，记者从湖南
大学获悉，2016WA中国建筑奖日前
揭晓， 该校魏春雨教授团队设计的中
国书院博物馆荣获WA建筑成就奖。

“WA中国建筑奖”是目前最受关
注的中国建筑奖项之一，由世界建筑
杂志社在2002年设立。此次获奖的中
国书院博物馆由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魏春雨教授、齐靖助理教授及其设计
团队共同设计，是国内第一个以中国
书院史和文化教育史为专题的国字
号博物馆。

该博物馆位于岳麓书院一旁，选
址于原柳士英先生设计的临时校舍

“静一斋”， 馆内主体展厅共五个，集
中展示中国书院千年发展历程，及其
教育、学术、祭祀、藏书刻书等功能。
与一般博物馆不同，中国书院博物馆
没有为求宏伟气势而遵循轴线对称、
大台阶踏步的常规入口形式，相反以
谦逊的态度，利用下沉广场及同建筑
山墙平行的空中连桥作为建筑入口，
“侧身” 进入博物馆， 既体现书卷之
气，同时又与书院南北次轴线形成对
位关系，使空间肌理得以延续，吻合
整个书院博物馆的陈展参观流线。

中国书院博物馆还曾获得2013
年度教育部优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
2014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银奖。

魏春雨团队获
2016WA中国建筑成就奖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李
传新 通讯员 包昌红） 长沙市食药监
局日前对外公布一起因未按要求标示
“转基因食品”受到查处的食用油生产
企业， 湖南以仁油脂有限公司生产的
“合天下纯正菜籽油”及“合天下菜籽
调和油”两种产品被责令停止销售。

今年8月4日，长沙市食药监局执
法人员对湖南以仁油脂有限公司进行
检查，在该公司一楼仓库发现“合天下
纯正菜籽油”及“合天下菜籽调和油”
两种产品173瓶， 两种产品均未标示
“转基因食品”。 该公司不能现场提供
合法的票据及证明该批次产品是非转

基因产品的材料， 执法人员现场对上
述两种产品就地查封， 并责令该公司
立即停止销售。随后，长沙市食药监局
对该公司以涉嫌生产未按照规定显著
标识“转基因食品” 的菜籽油进行立
案，并先后3次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
了调查。

通过调取该公司原油的购进票
据、银行付款凭证、车辆收货单以及检
验报告单资料显示， 该公司原油主要
由东莞市富之源饲料蛋白开发有限公
司及益海嘉里（岳阳）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生产。该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告》显
示：上述原油为“转基因菜籽原油”。

未标示“转基因食品”受处罚
长沙查处一食用油企业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施泉江）今天上午，由长沙市文明
办、宁乡县文明委联合主办的“勿
忘国耻、圆梦中华”国家公祭日主
题教育活动，在宁乡县玉潭街道举
行。各界代表300余人参加公祭。

今年12月13日，是第三个国家
公祭日。79年前的今天， 侵华日军

攻占南京， 仅42天时间，30多万同
胞惨遭杀害。这次长沙举办“国家
公祭日”主题教育活动，是为了追
悼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同胞，以
及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的英烈。

活动现场，玉潭街道南郊小学
的少先队员代表集体宣读了《和平
宣言》，并向革命先烈敬献了鲜花。

国家公祭日 勿忘国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