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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文彬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连续三年获得湖南省黄炎培创
业大赛一等奖，这是湖南科技职业学
院取得的骄人成绩。该校还是三年来
获得黄炎培创业大赛和湖南省“互联
网+” 创业大赛获得奖项最多的高职
院校之一。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扶
持， 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体系，
优化服务，积极探索大学生创新创业
新模式，近年来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高度重视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成立了以党委书记
李三福、校长戚人杰为双组长的校级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校
内外力量，加强各部门协调，定期研
究部署创新创业教育各项工作，切实
解决学校创新创业中突出问题。2016
年3月， 该校又挂牌成立了湖南省首
家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学院，为
大学生提供创业培训、 资金扶持、政
策咨询等相关服务。

在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三下乡”
“四进社区”都是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的平台。 同时， 通过抓职业生涯规
划、赛事训练、就业创业评估体系、强
化社会认同四个环节， 努力使大学生
素质培养与就业创业要求同步并轨，
打造出一年一度的“校友杯” 创业大

赛、“创业论坛”“校友论坛”“生涯人物
访谈行动”“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非
遗文化活动进校园”等诸多精品活动。

校园里，最受欢迎的课堂是“职
业与人生大讲堂”，企业高管、创业先
锋人物、 优秀校友纷纷受邀走进讲
堂，与学生展开精彩互动交流。一部
分优秀校友还担任大学生创新创业
导师，为在校大学生提供精准的创业
指导服务。

为了让创业的学生得到资金支
持，学校积极对接社会资金和孵化器
机构，先后与湖南金丝路跨境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中国专注于高校合作的
最大创新创业教育机构———中科招

商集团、安徒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等
近20家投资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
系。此外，还与德思勤阿里云孵化器、
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 青创汇、58众
创、微软孵化器等近10家创业孵化器
机构建立对接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
学生创业梦圆。

去年，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正式成
立了“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 以重点实验室为核
心，以专业实验室为基础单元，搭建
专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实践相结合的
教学平台，聘请专业教师担任创新创
业导师，平台的使用不受年级专业的
限制，对学生完全开放。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王中睿）由美国亚
洲影视节“中国日”活动携手纽约
电视节共同举办的2017美国亚洲
影视联盟“金橡树奖” 颁奖盛典，
10月28日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电
视剧《秋收起义》凭借精良的制作、
鲜明的红色主题、深刻的思想内涵
荣获“金橡树奖”优秀电视剧奖，该
剧扮演毛泽东的男主角侯京健斩
获“金橡树奖”最具潜质男演员奖。

据介绍，“金橡树奖”是美国
亚洲影视联盟评选、颁发的国际性
大奖，旨在表彰中美影视界作出突
出贡献的影视精英和优秀作品，该
奖每年评选一次。22集电视剧《秋
收起义》是由湖南广播电视台与湖

南和光传媒联合出品的红色青春
史诗，围绕“秋收起义”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展开，用全新的视角、青春
的阵容，摒弃浮夸的特效，从历史
中挖掘人物特色，高度还原建军的
历史史实，彰显军人的热血革命信
仰。 该剧2017年8月1日起在湖南
卫视播出。 湖南和光传媒曾推出
《雍正王朝》《恰同学少年》 等精品
电视剧。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
影视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影视工
业发达的美国对电视剧生产量、播
放量高居世界首位的中国影视市
场也日益重视，美国亚洲影视节携
手纽约电视节共同打造的“中国
日”系列活动由此应运而生。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龙文泱）一台智能血压计、一台电
脑或手机， 高血压患者足不出户，
就能将血压信息实时传递给指定
专家，获得“一对一”的防治方案。
日前，湖南互联网+高血压防治管
理联合工作组在长沙成立，推出互
联网+高血压防治专家管理平台，
为我省高血压患者提供更加便捷
的高血压防治医疗模式。

据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内
科副主任李向平介绍，控制高血压
是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的核心，但我
国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
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湖南互联网+
高血压防治管理联合工作组由省
预防医学会心脏病预防和控制专
业委员会、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
会共同成立，其打造的互联网+高
血压防治专家管理平台将以赵水

平、周胜华、李向平、李江等10多
位省内心血管病权威专家为核心，
联合全省各市州、区县心血管内科
医生，从健康教育、准确诊断、风险
评估、生活挑战、药物控制、长期监
控6个方面， 指导我省高血压患者
对高血压进行防治。平台采取付费
制度， 专家或者医生需在24小时
内回复患者咨询。目前，该平台已
纳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等10家医院
的近20名心血管病专家教授。

同时，工作组还将利用平台提
供的相关数据进行高血压防治研
究，主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定期开
展高血压防治的科普宣传和义诊，
编写并出版互联网实用高血压管
理专著和高血压相关疾病防治的
科普书籍等。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艾志飞 黄志东

倒开水、拿药、贴药膏……10月
29日中午，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
镇桥头铺社区一间40来个平方米的
简陋房间里，14岁的欧阳兴正在为
爷爷欧阳继旺喂药、贴药膏。“我明
天上学，等下就要去学校了，你们要
按时吃药， 等我回来了帮你们量体
温、量血压。”欧阳兴一边叮嘱着，一
边准备赶回学校。

7年来，欧阳兴一边读书，一边照
顾年老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用稚嫩
的肩膀撑起一个“家”。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去年他还被评为永州市第四届
“最美孝心少年”， 今年10月入围永
州市第三届美德少年。

“我要做爷爷奶奶的贴心
小棉袄”

“这几年都是孙子的精心照顾，
我才过得这么好。”欧阳继旺说。

2007年， 欧阳兴的父亲因车祸
去世，一个多月后，母亲离家出走，
至今杳无音讯。才4岁的他和爷爷奶
奶相依为命。 祸不单行，2010年，爷
爷突发脑出血导致半身瘫痪在床，
奶奶也患有心脏病、哮喘病等病。从
此，7岁的欧阳兴用瘦弱的肩膀撑起
了家。

扫地、洗衣裳、挑水、煮饭菜，除
了这些家务， 欧阳兴还要给爷爷喂
药，为爷爷倒屎倒尿，坚持为爷爷按
摩，从没有半点怨言。“这些事我们有
些大人都做不到， 欧阳兴做到了，这
个崽蛮孝顺。”村民蒋大爷说。

“孙子是一个孝顺崽，稍微有点
空，他又要跑出去捡破烂，挣点生活
费用。”欧阳继旺说，今年暑假，欧阳
兴到砖厂打工， 赚了1500元工资，
立即买来猪肉、 鱼给爷爷奶奶改善

生活。
生活的打击让两个年迈的老

人时常伤心落泪， 欧阳兴只要在
家，就陪爷爷奶奶聊天，讲一些宽
心的话。“我要做爷爷奶奶的贴心
小棉袄，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欧
阳兴说。

欧阳兴家的不幸引起了社会的
关注。“现在老两口每月社会养老保
险有2500多元， 孤儿抚恤金每月有
600元，还经常有社会爱心人士的救
助， 但老两口每月吃药都要1900多
元，生活还是困难。”桥头铺社区主任
伍绍南说。

“他还经常帮同学抬洗澡水”

今年9月，欧阳兴以优异的成绩，
从桥头铺中学顺利进入江华职中就
读。本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上县城的
重点中学，但是欧阳兴想到在职业中
专可以更早地学到专业技术，也能更
快地步入社会， 撑起家里的一片天，
就毫不犹豫选择了这里。

以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责任心，
欧阳兴很快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
认同， 还顺利当选班上的劳动委员。

“他当劳动委员后， 班上的劳动卫生
都是他安排，我省了不少心。”说起欧
阳兴，班主任蒋红红说，欧阳兴成绩
也不错，第一次月考他的成绩在班上
第4名。

“要不是欧阳兴帮助我，我的
数学哪能得优秀。” 同学刘秋香数
学成绩总及不了格，而数学是欧阳
兴的强项。欧阳兴主动找到刘秋香
帮她补习，后来刘秋香数学考了80
多分。

“他还经常帮同学抬洗澡水。”同
学李华健说，他就经常得到欧阳兴的
帮助。“欧阳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
同学，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同学盘旺
说。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陈惠芳 王小华）10月29
日，“2018湖南少儿春节联欢晚会” 组委会在长沙举行新
闻发布会，宣布此项活动正式开启。

“2018湖南少儿春节联欢晚会”由“因为梦想”栏目组
与湖南经视发起并共同打造，是一档大型少儿视听盛宴。
以“因为梦想 快乐少年”为主题，通过充满童真、童趣的
节目营造浓厚的春节氛围，用孩子的视角去诠释“梦想”
的定义与内涵，旨在弘扬湖湘文化，展现当代少儿风采。

据悉，前期活动已拉开帷幕，针对3至16周岁具有艺
术特长的孩子，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海选。2017年11月底进
行决赛，2018年1月1日进行录制 。2018年春节期间 ，
“2018湖南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将在电视和网络平台同时
播出。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左
丹 通讯员 廖玉）近日，湖南省首届
中小学影视教育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会议就如何探索和迈出我省中小学
影视教育之路进行了深入研讨。

今年， 我省拍摄的校园文明电影
《野百合女孩》，被教育部和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联合确定为2017年全国优秀少
儿电影。这也是我省首部进入国家推荐
目录的优秀少年儿童电影。 然而，该电
影自今年9月首映后， 距离全面走进校
园还差“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这“最
后一公里”， 让优秀校园电影叫好又叫
座？省教育厅、省校园文联相关负责人
以及全省各市州教育部门德育教育负
责人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家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
德树人，生动形象的影视教育作为中
小学生的“必修课”，可以助推素质教
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文明校园创建

活动更显多姿多彩；能让中小学生思
想品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收到更好的效果；能丰富和活跃
校园文化艺术气氛；能促进中小学生
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健康审美观的形
成。我省将身边的优秀典型拍成校园
电影，用典型引路促进学校德育教育
入脑入心，是中小学德育教育的有益
探索，值得提倡和推广。为此，会议建
议成立一个湖南省中小学影视教育
学会(研究会 )或湖南省优秀少儿电
影教育工作协调指导委员会，促进我
省中小学影视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科教前沿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

用细嫩肩膀扛起一个家

10月29日，中小学生身穿汉服进行书法比赛。当天，怀化市洪江区举办
第五届“古商城杯”中小学生书法大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刘文颖 李翠兰 摄影报道

中小学生演绎传统之美

湖南举行首届中小学影视研讨会

电视剧《秋收起义》
纽约荣获“金橡树奖”

足不出户获得专家指导高血压防治

打造湖南少儿春节联欢晚会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熊远帆） 把战场变成绿色的球场，
让炮弹射出香甜的糖果，把猎枪放
进博物馆陈列，请松鼠、天鹅来城
市做客……声声诗歌把孩子们带
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28日下午，
“花开的声音———欢庆十九大·李
少白童诗朗诵会”在长沙实验剧场
举行。

李少白是国内知名的儿童文
学作家，在儿童文学园地辛勤耕耘
50多年， 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

童诗、童谣、童话和儿童故事，是中
国童诗童谣的标志性人物。 今年8
月，他的幼儿文学作品《蒲公英嫁
女儿》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也是首部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的童谣作品。

本次朗诵会精选了李少白创
作的近30首作品，分旗帜飘飘、童
心如花、童梦飞扬、中华少年等10
个章节，以童诗朗诵、亲子诵读、童
歌演唱等形式，向全场观众们呈现
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童真世界。

李少白童诗朗诵会长沙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