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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邓昶 罗咸辉 ）“设计改变
生活，理论构建未来。”5月20日，“设计
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
国古代包装艺术史》 新书发布会在湖
南工业大学举行。与会的国内100余位
知名专家、 学者， 还就中国设计如何
“走出去”、如何“传下去”，深入展开了
学术研讨交流。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 作者
朱和平， 现为湖南工大校长助理、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包装
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是我省“百人
工程”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致力于现代包装设计理论及

应用、艺术历史与理论研究，先后
主持完成“现代包装设计理论及应
用研究” 等3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项目，迄今出版专著 19部。该书
可谓毕其13年之功，系我国首部包
装通史著述，系统梳理和生动阐释
了从史前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包
装的发展及艺术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包
装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作为产业，都
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广泛重视，但从总
体上看，有关包装的研究还缺乏系统
性和深度，这在包装艺术史的研究方
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民出版社第
一编辑室主任、 编审王世勇介绍，朱

和平教授凭借着自己敏锐的学术感
知和深邃的洞察力，以史为纲，结合
包装艺术本体，特别是现代包装艺术
理论，对古代包装艺术进行了全方位
的探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包装艺术
史理论体系，必将推进我国包装艺术
的发展和繁荣。

朱和平为出版该书， 带领科研团
队踏遍了全国地市级以上的博物馆，
收集实物图片近6万幅，检阅文献资料
遍及正史、政书、丛书、笔记小说乃至
野史杂记， 牢牢把握古代包装的历史
演进， 继承了中华民族包装文化的传
统精髓， 契合了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
趋势。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董恩）无偿献血，免费用血。无偿献
血者在长沙用血， 费用报销更方便了。近
日，湖南省血液中心（长沙血液中心）召开
无偿献血用血费用直报工作会议透露，6月
1日起，长沙辖区内用血医院，全面实施无
偿献血用血费用直报。

就是说，6月1日起，献血者本人（含在
长沙市内、 省内其他市州及外省参与无偿
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含父母、子女、配
偶）， 其用血费用报销直接在经治医院办
理，出院时就能一站式报销。

湖南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科长胡敏
介绍， 过去无偿献血者免费用血报账需要
到血液中心报销，或者通过网络、邮寄等方

式提交申请、资料来报销，给患者或家属带
来不便。为方便用血报销，湖南省卫生计生
委曾下发《湖南省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临
床用血费用报销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统
一了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标准， 并明确无
偿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在省内就医用血，
可以直接在用血地血站或就诊医疗机构异
地报销。 目前长沙市已有部分医疗机构实
现了“出院直报”。

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6月1日起，长沙
市辖区内所有用血医院必须实施用血费用
直报，共涉及170多家医疗用血单位。无偿
献血者及亲属在报销过程中遇到问题，可
联系湖南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 联系电
话：0731-84718223。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陈健林)“我每天接到几十个订单，卖
出1000多个粽子， 我和妈妈做不过来，还
请了村里人帮忙。”5月23日，在江永县源口
瑶族乡三源村贫困户郑菁家， 郑菁和妈妈
正忙于手工制作当地有名的瑶家粽子。

江永县源口、千家峒等瑶族聚居乡村，
村民手工制粽历史悠久， 粽子食材和包裹
极为讲究，制作工艺独特，工序有10多道。
主要使用当地自产的糯米、板栗、红豆、花
生以及香油腌制的五花肉等为原料， 用当
地特产箬竹叶包装，制作三角形粽子。今年
临近端午节，瑶家传统手工粽子受到青睐。

县乡扶贫队抓住这一商机， 利用当地电商
平台， 组织一批贫困户制作手工粽上网销
售。

在瑶民莫巧林家，10多个人在加班加
点赶制瑶香粽子。这几天莫巧林忙坏了，也
开心死了，她平均每天要卖出上万个粽子。
她告诉记者， 她制作的粽子远销北京、上
海、深圳等地，端午期间可卖出粽子10万
个以上。

据了解， 目前江永县已在瑶乡建起手
工粽子加工作坊160多个， 预计今年端午
期间粽子销售总量可达1000万个以上。

通讯员 向民贵 符永明 李海龙

5月22日， 我们来到泸溪县法院驻村
扶贫的合水镇踏虎村， 只见自来水哗哗流
进农家，贫困户养殖的铁骨猪膘肥体壮。该
村经省扶贫领导小组验收， 已经实现整村
摘帽脱贫。去年以来，泸溪贫困发生率下降
到16.8%，34个贫困村脱贫退出、16455名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荣获“全省脱贫攻坚先
进县”。该县以“绣花”之功，用“金针银线”
绣出小康路上的新泸溪。

该县狠抓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依托专
合组织、龙头企业，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项
目一线，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从退

伍回来的强人、打工回来的能人、毕业回
来的文人中选拔村干部， 形成了有能力、
善管理农村基层领导班子。 该县改变帮
扶模式， 转变为整村或联村的产业扶贫
脱贫。整合资金20亿元推进产业脱贫“十
项工程”，投资4000万元建起了潭溪镇万
亩椪柑示范园，油茶新造低改5.7万亩，建
立辣椒无公害基地5.2万亩； 万亩油茶开
发、 万亩杜仲种植等产业相继落地生根；
泸溪椪柑等品牌通过了QS认证，投资2亿
元打造浦市现代农业示范园。 实施农业
科技入户工程，目前举办技术培训830场
次，6万人参训， 新增农民合作社128个，
新增家庭农场104家。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剑 米绍君

5月23日凌晨， 辰溪县潭湾镇境内持
续出现暴雨，降雨量达到110毫米，致使溪
河水位猛涨。

凌晨4时，在潭湾镇石牌村小溪汇入大
河处， 一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单拱人行
石桥受到洪水冲击，桥墩一侧被侵袭掏空,
成为危桥。 石牌村党支部书记杨清欢凌晨
巡查至石桥时，发现这处安全隐患，及时向
镇政府和县防汛办汇报。 潭湾镇立即组织
镇、村干部及民兵抗洪抢险应急分队30余
人，火速赶赴现场。

6时多，镇村干部及应急队员就地取材，在
桥墩溃口处架起木桩，再用麻袋装满土石填充
堵塞。附近20余位村民送来木材等，积极参与
抢险。“我家就在这古桥附近， 祖辈与古桥为
伴，一定要把这座古桥保下来。”60多岁的村民
罗从新赶到现场，跳入溪水，投入抢险。

到中午1时多，溃口被顺利堵住，“命悬
一线”的古桥躲过一劫。

据悉，这座古桥历史悠久，有300多年
历史。多年来，当地村民对古桥有很强的保
护意识。去年，村民自筹资金1万余元，大家
出工出力，对古桥进行了修缮。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颜石敦 刘建军 程国
斌）今天上午，郴州市委政法委组织召开曹志斌
同志先进事迹媒体座谈会。 曹志斌雨中手持扶
梯托举掉落电线的事迹在当地传开，引发热议。

5月15日7时10分左右， 郴州突降大雨，

市城区香花路与三里田路交会处，折断的树
枝压着一段绝缘电线，离地面仅2米左右。当
时，在附近执勤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民警曹志斌，接到紧急救援指令后，第一个
赶到现场，并借了把扶梯将绝缘电线撑了上

去。曹志斌手持扶梯托举掉落电线，被市民
拍照上传至微信，被称为“托举哥”。

“其实我早几天就在微信上看到了‘托举
哥’的照片，今天下午在广播上再次听到‘托举
哥’的事迹，心里热乎乎的，那时正是上班高峰
期，如不及时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市民陈庆飞
说，以后遇上这样的事情，他也会挺身而出。

曹志斌的同事欧阳超琪说， 曹志斌从警
30年，一直在路面一线执勤，处理突发险情数
不胜数，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长沙实施无偿献血用血费用直报

江永瑶寨手工粽远销京沪
预计今年端午期间粽子销售总量可达1000万个以上

用“绣花”之功摘贫穷之帽

我国首部包装通史著述在株洲首发———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面世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湘龙 陈俊名 龙俊霓

5月11日下午，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暴雨
如注。在县城鑫汇中央广场附近，发生了暖心
一幕。一位老人摔倒在地，10岁小男孩张镇麟
在雨中默默为老人撑伞遮雨，直到120急救车
赶到，他才悄悄离开。

连日来， 撑伞男孩的故事在当地微信群
传开，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

“当时雨很大，老人坐在地上，身旁一辆
摩托车翻倒在地， 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用
力撑着一把蓝色的大伞， 狂风暴雨中默默守
护在老人身边。我让小男孩先回去，但他不肯

走。”现场目击者丁婕妤告诉记者，她是附近
医院的一名职工， 恰巧路过， 看到眼前这一
幕，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从老人身上找
到手机，通知了老人家属。

“我赶到后，看见小男孩为我老伴撑着雨
伞，小男孩的衣服都打湿了。”老人的妻子李
桂香说，当时她完全慌了神，没有好好感谢小
朋友，希望能借助媒体，找到那个小朋友和其
他帮忙的市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到达现场时，老人已经昏迷，如果
不是小朋友帮着撑伞， 老人淋了雨很容易受
凉感染，对手术和日后治疗会有影响。”怀化
市二医院靖州医院主治医师龚晴勇说， 老人
颅内出血，目前手术顺利，后续治疗还有一个

过程。
在当地媒体帮助下， 记者来到飞山小学

四年级七班， 找到了撑伞男孩张镇麟。“你当
时为什么要去帮助他?”“因为他是老人啊，摔
倒了， 我肯定要去帮。”“当时有没有害怕呢?”
“没有，我是在做好事，我是个男子汉。” 张镇
麟告诉我们， 因为当时下大雨， 路上行人很
少，他看到摔倒在地的老人很无助，就上前为
他打伞遮雨。

干群合力“救”古桥

雨中托举掉落电线

郴州“托举哥”曹志斌受称赞

冒雨抢修
5月23日凌晨1时，石门县壶瓶山镇李坪村，壶瓶山供电所工作人员在

更换损坏的避雷器。近日，壶瓶山区连降大雨，强对流天气引发雷电，造成山
里几个配电变压器避雷器损坏。该所职工连夜翻山越岭开展抢修。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易长龙 摄影报道

暴雨中，男孩为跌倒老人撑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