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4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张杨政治·文教06

!!"#$%&'()

!"#$%&'*+ ,-.

! ! ! ! !"#$#%&'()*+,'-./
0123)-456 789:;<=>? "
@ABCDEFGH'IJ!KKLMNO
P:QRSTUVWXYZM[\ "# ]@
A?̂ *_`a6 $" b % c'defghij
k26

$&%'M' *+,lm!#%&nopq
pr6 !2 $"stM'uvwxyz'{vw
|}~��'�������6�1.���'
*+,����)Z�� (���D��L
@A��?��6 1Z]���'�N���
� $)* ?*+,¡�¡y¢£H¤'¥¦H
PJ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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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实里走 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
———株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纪实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小虎 彭真 ）今天上午，我省首
个儿科医生集团在长成立，吸引了来自省
内上百名儿科医生加入。

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
励医生多点执业、创业,一批民营儿科医疗
服务机构涌现，一些儿科医生尝试着走出
体制，开始了自己的多点执业、创业之路。
但由于医生缺乏融资、管理、承担风险等
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儿科医疗相比其他医
疗专业风险大，社会资本流入儿科市场较
少，这让很多医生望而却步。

据悉，儿科医生集团由湖南省医院协
会民营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和唯嘉儿科
联合成立，以儿童健康管理为核心，整合
公立和非公立医疗资源及先进管理模式，

目前正在研发一个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患
者之间的交流业务平台，既能给医生提供
管理、服务、培训，又能为患者提供咨询、
预约服务，促进分级诊疗，拓宽社会办医
渠道。

儿科医生集团发起人、儿科专家易著
文教授表示，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儿科医疗资源越发紧张，特别是基层儿科
医师少，儿科诊疗能力薄弱，缺乏培训。该
集团组织60多名儿科专家，编写了《基层
儿科医师必读》， 总结收集了全国儿童常
见疾病最有效的诊疗方法，适合基层儿科
医生即学即用。未来，儿科医生集团还将
以基层医生培训为主线，聘请大型公立医
院的儿科专家为基层儿科医生培训，提升
基层儿科诊疗水平。

湖南首个儿科医生集团成立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赵猛)今天上午，湖南省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学会2017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在湘潭召开。来自全省大专院校和研究机
构的百余名专家、 学者及研究生齐聚一
堂， 围绕“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湖南文学”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经典文学” 等主题进
行交流探讨。

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由
1987年成立的湖南省外国文学学会与
1989年成立的湖南省比较文学学会合并

而成，主要任务是为我省比较文学学者搭
建学术平台，促进会员内部及与外部的学
术交流，协助会员推出学术成果。经过30
年的发展，学会为湖南比较文学事业的复
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比
较文学研究“湘军”队伍，成为全国同行公
认的最红火、最有活力的学会之一。据不
完全统计，30年来， 学会会员共出版专著
220余部， 发表论文3000余篇， 主持了近
100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获得了50项省
级以上奖励。

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年会召开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陈薇）冬
日暖阳照望城，湘江古镇画图新。昨天，由
长沙市文联、 望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
“古镇唐风·走进湘江古镇群全国国画名
家作品邀请展”在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剧
院举办。

此次展览共展出精品力作60余幅，
题材以写生作品为主。 据了解， 今年9
月， 长沙市花鸟画家协会邀请全国各地
国画名家， 先后在乔口渔都、 湛水芙蓉

园、靖港古镇、千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新
康戏乡、铜官古街、书堂山、欧阳询文化
园、丁字石街等地采风取景，用手中的画
笔描绘古镇群的湖光山色和人文美景。
它们或工笔，或写意，或浓墨重彩，或画
风清新， 风格迥异的作品传递着画家们
的心声， 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之情。

本次展览将持续展出30天，面向公众
免费开放。

湘江古镇画图新
湘江古镇群国画名家展举办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孔奕 刘彬）21日， 长沙市公安局
举行打击食药犯罪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
透露，今年以来，该市公安食药环侦查部
门共侦破食品、 药品领域刑事案件58起，
其中公安部督办大要案件7起， 抓获犯罪
嫌疑人287人，移送起诉205人，同比增长
72%。

去年10月， 长沙市公安局成立食品
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 严厉打击各类
食药犯罪活动。今年8月，长沙市公安局
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成功破获
“潘某等制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鸭子）”案，摧毁5个从越南非法贩运
活鸭入境销售的犯罪团伙， 抓获潘某等
犯罪嫌疑人60人，查扣并销毁非法走私

入境的越南活鸭1.5万余羽， 涉案金额1
亿余元。

长沙警方表示，将对食品、药品犯罪
“零容忍”，以人民群众直接使用、广泛使
用的食品药品制假贩假犯罪为打击重点。
在食品安全领域，重点打击地沟油、肉及
制品、水产品、豆制品、调味品、酒水饮料、
保健食品等领域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犯罪， 以及非法使用禁用农药、
兽药等食用农产品、水产品犯罪等；在药
品安全领域， 重点打击假劣抗肿瘤类、抗
生素类，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风
湿病等慢性疾病用药类，儿童用药、中药
类， 美容针剂类等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以
及利用互联网制售假药犯罪、跨国制售假
药犯罪等。

对食品药品犯罪“零容忍”
长沙警方今年侦破食药领域刑事案件58起

震撼的纪实影像
12月23日，《聚焦与失焦———罗伯特·卡帕影像回顾展》《心象———杨延康摄影原作展》在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开幕，展出“世界伟大的战地

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黑白经典影像110幅以及自由摄影师杨延康潜心十年拍摄的“藏传佛教”黑白摄影作品114幅。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通讯员 李支国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近日，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顾问卢水生应
邀到株洲， 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报
告，包括株洲市领导在内的近500名领导干部
参加。接着，株洲市县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第四期集中轮训开始， 国家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
作专题辅导报告。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株洲市全方位、立体
式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活动， 推动
十九大精神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

领导干部带头赴基层宣讲
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代表、株洲市委书

记毛腾飞刚回到株洲， 马上组织召开传达学
习十九大精神大会， 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十
九大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 在全市上
下迅速掀起热潮。

10月30日， 毛腾飞走进石峰区清水塘街
道沈家湾社区党代表工作室， 向30余位基层
党员干部和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此后，他又
深入炎陵县、茶陵县、醴陵市、株洲县的15个
村镇宣讲。

株洲市市长阳卫国等市领导也纷纷到基
层，通过各种方式向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19
位专家学者和部门负责人组成市委宣讲团，
深入全市各地，向基层单位进行宣讲。

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
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站，株洲市掀起了
学习十九大精神热潮。 全市先后举办微宣讲
活动5000场，使十九大精神家喻户晓。同时，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系列活动全面铺开， 出现
了“万只喇叭村村响，万个微群一起转，万名
党员下基层，万堂讲课润心田，万册读本进书
屋，万块板报传精神”的喜人局面。

据统计，目前，株洲市已发放十九大精神
辅导读本近20万册， 当地媒体集中开设了学
习专栏、专题、专版，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画“株洲画”，讲“株洲话”
12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对株

洲以沙画视频宣传十九大精神的创新方式进
行了报道：“一线细沙从指间滑落， 随着巧手
的穿梭，绚丽党旗、庄严城楼、辽阔版图等一
幅幅壮美画卷呼之欲出。5分钟的视频中，十
九大报告通过27幅画一一呈现。”

这个5分钟的沙画视频《十九大连着你我
他》，由株洲市委网信办策划，邀请湖南工大
青年教师创作。作品音诗画结合，紧扣十九大
精神要旨，融合株洲元素，一经推出便迅速爆
红，3日内网上点击量突破10万次。

同时，株洲市在宣讲中，把“普通话”变成
“家乡话”，把书面语变为百姓语，切实打通理
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株洲县两型办主任兰海平回到家乡龙船
镇挽洲岛， 用家乡土话与岛上30多名村民交
流。 兰海平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与大家热烈讨论， 共话挽洲岛未来规
划与发展。乡亲们表示，这种宣讲亲切、实在、
管用，易懂好记。

天元区三门镇搭建乡村讲坛， 鼓励群众
将学习成果以故事、舞台剧等形式进行分享。
镇文化站配备专业的话筒和软件， 将村民学

习心得录下来， 在微信上推送， 引起广泛共
鸣。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作为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国有骨干企

业，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加大自主创新， 不断深化体制改
革， 为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事业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车株洲所董事长丁荣军回到株洲后， 通过视
频系统，向全国各地分公司的员工进行宣讲，
号召广大员工在十九精神指引下， 争做新贡
献、勇攀新高峰。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习宣传十九大精
神，正转化为推动株洲发展的强大动力。十九
大刚一闭幕，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传
来喜讯，株洲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乘
着十九大东风，2017年株洲（北京）项目对接
会也顺利举行，16个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成功
签约。12月8日， 株洲中国动力谷展示中心开
馆。同一天，总投资380亿元的18个项目在株
洲高新区集中签约。

“以人民为中心”，不能让美好生活被“堵
在路上”。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株洲市委、市政
府下定决心， 一举取缔市内一个存在24年之
久的违规马路早市。同时，市内最大交通堵点
响石广场也开始动工改造……

学习新思想，谋求新跨越。经过前段时间
的宣讲，十九大精神开始在株洲落地生根。近
日，株洲集中开展“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型
升级补短板”大调研活动，短时间里收集调研
文章1210篇。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
员 饶兴军)“土地承包再延长， 流转经营干劲
强； 山也绿来水也清， 山村面貌日日新。”日
前， 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举行了一场用山
歌传唱十九大精神的宣讲会。 听了宣讲会的
党员群众纷纷说：“这种宣讲形式接地气，让
我们听得懂、记得住。”

城步地广人稀，全县有苗、汉、侗、瑶等24
个民族，30万人口散布在2647平方公里的崇
山峻岭。 为了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到每家
每户，县里因地制宜，开设了“六大课堂”立体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六大课堂”分为：开设“党校课堂”听“红

色报告”，通过开展宣讲会、专题学习培训等
活动，让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开设“露天课堂”看“红
色电影”，结合文化下乡、送电影下乡活动，放
映红色教育影片等广泛宣讲十九大精神；开
设“空中课堂”品“红色文化”，依托已有的文
化站、农家书屋等场所，利用城步新闻网、城
步手机报、城步共产党员手机报、微信公众号
等打造多维课堂，延伸教育“触角”；开设“山

歌课堂”唱“红色歌曲”，把十九大报告的“关
键词”编成便于群众传唱和记忆的山歌，唱出
新气象、唱响最强音；开设“戏剧课堂”排“红
色节目”，组织全县的文艺队伍，根据十九大
精神，结合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生态
文明建设、脱贫攻坚等，编排群众喜闻乐见的
快板、小品、山歌等文艺节目，让十九大精神
入脑入心；开设“实践课堂”学“红色技能”，要
求党员干部走村入户找困难， 切实帮助群众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让群众切实学
到一些生产致富技能， 切实感受到十九大精
神带来的新变化。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以来，城步各级党组
织共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培训、上党课、观看教
育影片、文化下乡等活动800多场次，解决群
众反映的突出问题60余个。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山歌声声唱出新气象
城步开设“六大课堂”宣讲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董雷） 12月22日， 湖南省首个生
殖与遗传专科医疗机构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协作研发中心、 博士后创新创业实践
基地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以下简称“中信湘雅专科医院”） 正式授
牌。 该协作研发中心将成为中信湘雅医
院与湖南师范大学共同培养博士后的人
才基地， 推动辅助生殖及其衍生技术的
科研发展。

湖南省人社厅副厅长黄赞佳介绍，
近年来我省博士后工作发展迅速， 现已
设立博士后站点263个， 研究领域涉及13
大门类， 涵盖6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在
培养人才、 促进产学研结合、 转化科技

成果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博士后
流动站协作研发中心在我省享有与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同等权利， 是企业与高校
合作为博士后人才提供的创新创业平台，
目的是帮助企事业单位引进培养高层次
创新人才， 通过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来
提升创新研发能力。

中信湘雅专科医院院长林戈介绍，
目前， 经该院人工助孕出生的婴儿已累
计超过11万例， 仅2016年完成辅助生殖
治疗周期接近41000例， 该治疗量相当于
美国全国1/4， 平均妊娠率保持在60%以
上水平。 在协作研发中心逐渐成熟后，
医院下一步还将申报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

推动辅助生殖及其衍生技术科研发展

我省新增一家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协作研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