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通讯员 谭宁 记者
周怀立）昨天，全省无偿献血宣传招募及志愿服务
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株洲市召开。 会议要求全省各
市州加大有偿献血宣传工作， 开辟无偿献血宣传
招募思想工作新途径， 使无偿献血工作与新的形
势相适应。

作为连续8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称号的株洲市，从1996年开始无偿献血，至今已有
逾48万人次爱心市民参加无偿献血，获“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献血者1401位。2016年，市中心
血站年采血总量更是达建站以来历史最高水平。

会议期间， 来自14个市州的卫计委负责人、血
站站长、献血宣传招募负责人、志愿者代表，参观了
株洲市云龙示范区职教城内献血房车，观摩无偿献
血志愿者在现场策划组织的“无偿献血知识有奖问
答”活动。同时，株洲、长沙、湘潭、岳阳、常德、郴州等
6个血液机构代表就各自无偿献血宣传招募、 献血
服务、志愿者服务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全省无偿献血宣传
现场交流会在株洲举行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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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张尚武 刘勇 ）
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持续强化重农强
农信号，在三湘广袤农村引起强烈反响。全省农业
战线、基层农民纷纷表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部署，结合湖南实际，以精细农业引领农业供
给侧改革，加快迈向农业现代化。

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归来， 省农委主任刘
宗林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湖南要以精细农业引领农
业供给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拓展
农业农村发展新空间，开辟农民增收致富新渠道。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发展精细农
业。刘宗林告诉记者，湖南农业从生产端看，存在
“四高”问题，即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高污染；
从供给端来看，则存在“四低”问题，即低产出、低

品质、低效率、低效益。发展精细农业，就是要解决
以上问题，从产业定位、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业态
发展、要素配置、市场对接等方面做到精细化，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 着眼提高农业全产
业链收益，努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省
畜牧水产局局长袁延文说， 这是大幅提高农业生
产附加值的重要渠道。 湖南正在大力发展的休闲
渔业，走的正是一产、三产融合发展之路。湖南目
前已发展休闲渔业基地4000余个， 有的一亩水面
能获得原来十亩的收益， 全省休闲渔业总产值超
过50亿元。

推进农业机械化， 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降成本”的必由之路。省农机局局长王罗方说，
湖南是全国水稻第一大省，农机化的首要任务，就
是大力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以此降低稻谷

的生产成本，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让种
粮农民多得实惠。

近几年，湖南稻谷高仓满储。省粮食局局长张
亦贤说，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对湖南粮食
系统来说，就是要持续推进粮油加工转型升级，扩
大湖南粮食精深加工产品的销路， 加快推进粮食
“去库存”。湖南粮食集团总裁杨永圣说，湖南粮食
集团将全力发挥自身的资源、人才、技术、资本等
多方优势，持续推进粮油加工创新，引领湘粮走出
湖南、走向世界、由大变强。

从媒体报道中，领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益阳市赫山区种粮大户刘进良说， 这次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倡生产绿色、 优质农产品， 更加注重
“质”的问题，非常符合现在市场的要求，我们种田
大户要赚钱就要往这条路上走，多产绿色食品，提
供放心食品，以品质品牌的提升获得可观的收益。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梁辉

你抱着她，我撑着你！连日来，一组医护人员
为体重140公斤的二胎妈妈实施剖宫产手术的图
片，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图片中，由于要采用坐式麻醉，产妇体重过
大无法自己坐立，省人民医院麻醉医生周博只得
从前方抱住产妇，产科主任姚穗和另一名女医生
则从后面顶住周博， 用3个人的力量共同支撑产
妇，以便该院麻醉科主任孔高茵从产妇后方实施
硬膜外麻醉。

29岁的李伶俐（化名）是永州宁远县人，7年
前生下儿子后，体重从55公斤长到90公斤。今年
初怀上二胎后，产妇体重更是飙升至140公斤，睡
觉不能自己翻身，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12月11日，怀孕39周的李伶俐转诊到湖南省
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她患有子痫前期重度，高血
压，糖尿病，全心扩大，肺动脉高压、肺炎、肺水
肿，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右下肢丹毒等疾病，属
于极高危产妇。

术前， 医院多学科专家进行全院大会诊。麻
醉科对产妇的麻醉方式进行重点讨论，最终决定
实施硬膜外麻醉， 并制订了详细的麻醉方案。产

科为产妇进行解痉、降压、抗炎、利尿、补充白蛋
白等一系列术前准备。

12月13日上午，手术如期进行。虽然已有心
理准备， 但产妇的体重还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测
量血压的袖带放不进她的手臂；背部脂肪过厚，常
规的穿刺针只有8厘米长， 给麻醉操作带来挑战。
为了让产妇坐立接受麻醉， 在场多位医护人员接
力充当“人肉支撑”。最终，孔高茵主任在超声引导
下完成椎间隙定位，成功实施硬膜外麻醉。

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 姚穗主任带领产科
医生，克服因产妇皮厚带来的手术视野暴露不佳
等困难，成功为产妇施行剖宫产手术，顺利诞下
4150克的健康女婴。 由于产妇腹部脂肪层太厚，
术后缝合用了近1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姚穗两只
胳膊酸的抬不起来。

伴随着新生儿第一声啼哭，所有人的心稍微
放松了。

胎儿取出后， 良好的子宫收缩会造成回心血
量剧增，这给全心扩大、心功能Ⅲ级合并肺动脉高
压的产妇带来新的威胁。麻醉医生丝毫不敢放松，
严密监测产妇生命体征的同时， 适当应用镇静药
物减少产妇紧张焦虑的情绪， 同时持续泵注血管
活性药物，将产妇的生命体征维持在稳定水平。

你抱着她，我撑着你———

140公斤产妇顺利剖宫产

以精细农业引领农业供给侧改革
———湖南农业战线干部群众热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 � � �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周怀立）上千人
与会， 数十家企业亮相， 多名互联网行业领军人
物、互联网专家学者、投资人云集株洲，大家围绕
“新业态·连接未来”这一主题，聚焦产业与互联网
深度融合。今天，第二届长株潭（株洲）互联网大会
举行，被广泛赞誉为“盛况空前”。

作为会议主办方， 株洲市向与会人员详细介
绍了本市互联网的发展状况。 作为我省唯一入选
国家首批信息消费试点的城市，2015年，株洲市电
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68亿元，仅次于长沙，列全省
第二位。去年，株洲市政府投资1.6亿元，新增4G基
站1297个，总数达到4971个；全市已有城市宽带接
入端口14万个，4M以上宽带接入能力覆盖比例超
过98%；在全国188个阿里巴巴产业带中，株洲市
跻身前五。目前，株洲市正在积极作为，计划2017
年底前全市电子政务网络互联互通率达90%，工
业互联网平台可连接100家以上企业。

本次长株潭互联网大会是在中国互联网协
会、湖南省经信委指导下，由株洲市人民政府举办
的。大会期间，互联网行业领军人物一下科技创始
人韩坤、真顺基金创始合伙人孔毅、六禾创投副总
裁姜成章等发表主题演讲， 就传统产业如何与互
联网深度融合、 资本更加青睐于何种商业模式等
问题分享他们的看法。

作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百度云、阿里巴巴
与株洲有关方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预计将
对业界产生极大影响的阿里巴巴国际站等项目，
将正式落地株洲。

聚焦产业与互联网
深度融合
第二届长株潭互联网大会在株洲举办

� � � � 12月21日，临武县花塘乡萝坪村，村民从龙泉塘中喜滋滋地捕上了大鱼。当天，当地举行冬至捕鱼庆
丰收民俗活动。 陈卫平 摄

冬至捕鱼乐

刘丽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做好宣传
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 树立大宣
传的工作理念， 动员各条战线各个
部门一起来做。当前，基层宣传思想
工作面临新挑战、新要求，只有调动
各方力量、运用各种资源，构建“大
宣传”格局，才能把基层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做得更好。

把好“大方向”
掌握主导权

坚持党的领导。 全面落实党管
意识形态、 党管宣传、 党管媒体原
则，落实好政治家办报、办台、办网、
办文化，确保每一块版面、每一面荧
屏、每一个网页、每一个舞台都理直
气壮地发声， 不给错误思想和言论
传播空间， 牢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
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各级党
委（党组）及负责人要切实把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扛在肩上， 在重大政治
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到方向正
确、态度坚定。

坚持正确导向。 宣传思想工作
弘扬主旋律， 社会思想就有了主心
骨；传播正能量，社会发展就有了动
力源。坚持正确导向，就是要坚持团
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的工作
方针。近年来，衡阳市宣传文化系统
围绕“讲好衡阳故事，发出好声音，
汇聚正能量， 提振精气神” 的总原
则，深入基层推进理论普及，创新方
式做强正面宣传， 落实责任开展舆
情引导， 起到了扬正控负、 导航导
向、凝心聚力的作用。

坚持服务发展。衡阳市人口多、
网民多，人们思想活跃，社会舆情多
发， 尤需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摇
旗呐喊、鼓劲加油的作用。宣传思想
战线必须自觉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
作，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科学统
筹理论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
重大主题宣传等，营造舆论强势，凝
聚发展动能， 引导干部群众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

用好“大平台”
筑牢主阵地

推进阵地建用结合。建设方面，
要采取“一室多用”、“一站多能”的
方式，提高阵地建设规范化，目前我
市农村综合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正逐
渐在全市2200多个村铺开。 管用
方面，要从经费投入、日常管理、
活动开展、 工作考核等方面对基
层文化阵地进行规范管理。 近年
来，我市先后建成183个乡镇综合
文化站、174个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1000多个乡村文体小广场、
4889个农家书屋 、38个基层思想
政治工作示范点， 农村基本形成

“十公里文化圈”， 城区基本形成
“十分钟文化圈”。

推进媒体新老融合。 我市在全
省率先推出“衡阳发布” 政务微博
厅，60多家单位官方微博入驻正面
发声，粉丝超过30万。“衡阳发布”官
方微信、“掌上衡阳” 手机客户端等
做大做强， 几乎每个媒体都建立了
自己的“公众号”，建成“衡阳县宣

传”“衡东影响”“新常宁” 等传播平
台10余个， 新媒体在各县市区实现
了全覆盖。

推进活动上下配合。近年来，我
市开展的理论“微宣讲”活动、“欢乐
潇湘、幸福衡阳”大型群众文艺汇演
活动、“文明创建大擂台” 新闻宣传
活动，有的三级联动广泛宣讲，有的
分级分块海选复赛， 有的分领域分
类别轮番PK， 真正做到了上下联
动、条块结合、整体配合。

建好“大队伍”
培育主力军

建强专职队伍。 不断加强和充
实乡镇、村（社区）宣传文化工作力
量； 不断引进宣传文化工作亟需的
技术人才、高端人才。目前，我市还
结合市县乡三级党委集中换届工
作，选好配强了县、乡两级宣传部门
领导， 同时建立了一支总人数近
2000人，包括新闻发言人、网络评
论员、 理论骨干在内的宣传文化工
作队伍。 衡阳日报社、 市广播电视
台、 南岳电视调频发射台等单位通
过招考招聘， 引进了一批优秀记者
主播、策划导演。

扶持民间能人。 积极培养和扶
持民间艺术大师、民间文化传承人，
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等乡土文化能人；加大政策、
资金投入， 引导基层成立各类民间
文化协会、文艺团体、志愿组织，打
造基层群众自己的文化队伍。

加强教育培训。 分批次轮训县
市区委宣传部长、乡镇宣传委员、文
化站长，分专题轮训新闻发言人、舆
情信息员、中心组学习秘书、网络评
论员；同时，定期举办广场舞推广、
业余文艺创作、 非遗传承人等培训
班， 着力提升宣传文化工作者综合
素质。

做好“大联动”
打赢主动仗

增合力。 做好基层宣传思想工
作，各级党委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
宣传思想战线是主力军， 各行各业
各部门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 大家
共同努力形成主旋律和多样化同频
共振的生动局面。

畅协调。 各级宣传部门要善于
借助外力外脑，广泛调动各条战线、
各个部门、 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 共同参与到宣传思想工
作中来。 如可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
力量、社会资本通过资助项目、赞助
活动、 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基层文
化建设。

建机制。 建立党委定期研究制
度， 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宣传思想
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
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 建立健全决
策议事机制， 各级宣传部门牵头定
期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联席会
议，如意识形态研判会议、政情舆情
分析会、重大新闻策划会等。建立健
全考核评价机制和督促检查机制，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与经济工作一同
研究部署、一同组织实施、一同检查
落实。
（作者系衡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构建“大宣传”格局
助推衡阳科学发展

创新基层宣传工作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