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1月4日， 网上的神秘围棋手Master继
续迎战人类高手， 在接连战败聂卫平、 古力
等棋手后， 取胜场次达到了60场， 无一败
绩。

世界冠军柯洁在4日晚发布微博： “感
谢Alphago （阿尔法狗） 最新版给我们棋界
带来的震撼”， 这也直接印证， Master就是

今年3月份以4比1击败韩国棋手李世石的
AlphaGo， 而且是升级后的“2.0版”。

注册名为Master的棋手引起广泛关注，
要从围棋世界冠军古力说起。 1月2日上午，
古力发布微博： “神秘的Master携30连胜
从弈城转战野狐， 能在野狐网击败Master
的第一位棋手， 我们将会提供十万元的奖
励。”

虽然巨奖悬赏， 但始终没有选手能够战

胜这位神秘的Master。 目前围棋界如日中
天的柯洁在1月3日对上了Master， 同样落
败。

看看Master的手下败将吧： 韩国的姜
东润九段、 朴廷桓九段以及中国的时越九
段、 柯洁九段……

唯一给Master制造了麻烦的是网络故
障。 在Master与陈耀烨九段的对弈中， 因
网络掉线系统最终判双方和棋， 这也是
Master唯一没有取胜的一局。

据了解， 我国和韩国均有研究围棋人工
智能， 但具体的表现不如AlphaGo这么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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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
员 周闯 金文锋） 县域知识产权建设是我省
建设支撑型知识产权强省的重要基础。 今天
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宁乡县、石峰区等10
个县（市、区）入选我省首批知识产权建设强
县。该局将依托全省知识产权专家顾问团队，
为知识产权强县建设优先提供高端培训、决
策咨询、政策制定、战略实施、重大事件和涉
外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指导和支持， 对评定或
复核合格的，给予一次性项目补助经费支持。

据省知识产权局介绍， 前期经过知识产

权试点、示范的培育，我省县域知识产权实力
有了较大发展， 已形成了一批知识产权综合
实力较强的县（市、区）。为全面提升县域知识
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该局于去年
启动了湖南省知识产权强县建设工作。 拟选
择30个县（市、区）作为我省知识产权强县建
设的重点扶持县， 给予相关政策和项目进行
重点支持。 每3年复核一次， 不能达标的县
（市、区）退出省知识产权建设强县名单，空缺

名额于下一年度另行组织申报和审定。
此次入选首批省知识产权建设强县的

10个县（市、区），分列在一、二、三类地区。除
一类地区的宁乡县、石峰区外，二类地区有岳
阳县、桃源县、沅江市、冷水滩区，三类地区有
隆回县、涟源市、辰溪县、吉首市。这些县（市、
区）都有明确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
工作人员，设有知识产权专项经费，还出台了
专利资助、奖励等政策，且将知识产权工作纳
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冯根良 徐亚平）
新年伊始，一部展现乡村历史变迁、传承家
乡历史文脉的湘阴县《三塘镇志》，由民主与
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该县近几年编修
出版的第7部乡镇志书。这7部乡镇志涉及全
县近半数乡镇，涵盖人口达30余万人，承载
并彰显出厚重的乡土文化和浓浓乡愁。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留得住乡愁、记得
住乡音、忘不了乡思？近几年来，该县积极引
导乡镇编修志书，以志书为载体，承载乡土丰
富生动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 传承文化血
脉， 并以此激发远方游子和本地民众的爱乡

爱国情怀。新泉、岭北、南湖洲等乡镇率先修
编出版志书，长康、青山岛、玉华等乡镇紧随
其后相继修编完成出版。 一般每部志书30至
40万字，200至500张资料图片，图文并茂。内
容包括建制、行政区划、自然环境、自然资源、
人口家庭、经济建设、交通文教、民俗风情、传
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贤士、乡土特产、家规
家训、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方面，突出了乡
镇志书的草根性和泥土味， 使这些美丽乡村
都焕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使很多散落在民
间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得到及时整理和保
存。该县还有两个乡镇的志书正在编修中。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王继云 刘让贤）1月1日一大早， 溆浦县
三江镇文物协管员何爱南老人便来到该镇
龙泉山龙泉寺，向游客义务讲解这里保存完
好的古舍利塔群。

溆浦县文管所负责人介绍，为了保护龙
泉寺舍利塔群， 何爱南老人奔波了11年，将
其成功申报为溆浦县、 怀化市文物保护单
位。现在，又在为申报省级文保单位而四处
奔走。

龙泉寺始建于唐开元五年（718年），宋

代为梅山十峒之一。寺院舍利塔群始建于明
朝初期，为龙泉寺历代高僧安息处，留存至
今的有12座，是目前怀化市保存下来的规模
最大的舍利塔群。2005年以前，一些舍利塔
因无人管理遭到破坏。这一情况引起三江镇
退休老人何爱南关注。当年65岁的何爱南建
议将龙泉寺舍利塔群列为县级文保单位。他
还自掏腰包，多次到新化等地，为龙泉寺寻
回两通古碑、 一对古石狮。2007年11月，龙
泉寺舍利塔群获批为县级文保单位，后来又
被定为怀化市文保单位。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刘辉） 新年第一天，“情牵潇湘韵·江城
生油画风景写生作品展”在长沙铁路美术馆
举行，展出了画家新近创作的油画风景精品
50余幅。

据介绍， 江城生是衡阳铁
路供电段最基层的一名职工，
现为省美协会员、 省油画学会
会员。酷爱艺术的他，40年如一
日，一直保持着写生的习惯，走
到哪里画箱就带到哪里。 一路
走一路画， 其足迹遍布三湘四
水， 创作了数百幅油画写生作
品， 其作品入选全国“三湘四
水” 油画佳作展和第十三届全
国美展湖南优秀作品展。

据悉，此次展览由广铁集
团公司文联、衡阳市文联共同
主办。展出的作品中，山峦曲
线多变，老宅痕迹厚重，古树
苍劲有力， 雾霁漫山萦绕，潇

湘情韵在画布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给观众带
来大自然的亲近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那些看
似平淡的湘南原生态景色，通过其娴熟的笔
触，精心的构图，焕发出清雅光彩。

智能制造人才
需求旺盛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余蓉）
近日，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学会高职装备制造类专业委员会成
立大会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召
开。来自我省30多所职业院校及企
业的100余名负责人参加会议，并
进行了产教融合的探讨。

随着我省智能制造产业的壮
大， 对高质量的相关技术人才需求
加大。 以前省内职业院校的大部分
智能制造相关专业毕业生， 多数前
往长三角就业， 而近3年来，80%的
毕业生进入本省企业工作。 预计未
来10年， 工业机器人专业、3D打印
专业等智能制造相关专业毕业生需
求旺盛。

10县入选湖南首批
知识产权建设强县

湘阴7部乡镇志承载浓浓乡愁

为古舍利塔群申报“文保”

退休老人何爱南奔波11年

衡铁职工江城生省城“晒”油画

高铁安全宣传进校园
1月4日，隆回县金石桥镇黄金井小学，沪昆高铁新化南站派出所民警向学生宣讲高铁安全

常识，发放宣传资料，教育学生不要在铁路安全保护区范围内放牧、攀爬铁路防护栅栏、石击列
车等，号召他们争做铁路安全小卫士。 陈甫春 摄

新版“阿尔法狗”更强大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04 6 1 6
排列 5 17004 6 1 6 6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02 07 12 14 31 34 09+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3252308112.02（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对战顶尖高手，豪取60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