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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记者
龙文泱）今天，雪峰山旅游产业金融精准扶贫项
目利润分红兑现大会在怀化市溆浦县举行。 雪
峰山旅游景区下属的穿岩山景区内的200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从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雪峰山旅游公司”）领到了第一
年的红利，每户5000元，共100万元。

雪峰山旅游产业金融精准扶贫项目由中国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雪峰山旅游公司联合发
起。 项目规定，凡是景区内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自愿与溆浦县工商银行、 雪峰山旅游公司签订
《金融精准扶贫三方合作协议》的，连续3年，每
户每年可获得由溆浦县扶贫办贴息的5万元贷
款。 贷款统一交由雪峰山旅游公司用于乡村旅
游项目开发，并由该公司偿还。贫困户每年可以
获得贷款金额的10%即5000元的旅游分红，3年
共可获得15000元。 根据协议，中国工商银行湖
南省分行第一年将向雪峰山旅游景区投放
5000万元贷款，到2018年春节前，景区内共有
1000户贫困户可以获得第一年的5000元分红。

雪峰山旅游公司由著名民营企业家陈黎明创
建。 3年来，该公司坚持“文化先行，农民受益，后发赶
超”战略，投入3亿多元打造了3个国家3A级景区，并
正在申报创建1个国家4A级景区。 在旅游开发过程
中，该公司始终把农民当作受益主体，通过“景区带
村，景点带组，安排就业，扶植创业，资源入股，持续
受益”“公司+农户，与农民利益共享”等模式，实施旅
游精准扶贫， 直接带动200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惠及当地10万群众。 2016年，雪峰山旅游扶贫被国
家旅游局列为全国“公司+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杨丹
通讯员 赵乐安）今天上午，来自全省各
地诗词界的近200名代表， 在长沙欢聚
一堂， 庆祝湖南省诗词协会成立30周
年。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刘庆霖到会。

在纪念大会上，湖南省诗词协会会
长彭崇谷作了题为《莫言古韵成凋叶，
喜看新词正晓霞》的工作报告。 报告回
顾了30年来湖南诗词事业繁荣发展的
主要成就、体会和未来的基本构想。

我省诗词组织建设基础扎实。目前，
全省有各级各类诗词组织2000多个，诗

人和诗词爱好者逾20万人。 14个市州和
县一级都建立了诗词组织， 有不少地方
诗词组织普及到了乡镇， 甚至社区和村
组。 诗教创先工作成效显著。 自2002年
起，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诗词进校园、进农
村、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进
网站、进旅游景点的“八进” 活动。 到目
前为止， 全省有国家级“中华诗词之市
（州）”6个，县级“中华诗词之乡”38个，乡
镇级“中华诗词之乡”21个，大中小学和
街道社区“中华诗教先进单位”27个，诗
教创先单位的数量和质量居全国首位。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佳琪

12月23日至24日，“非遗点亮美好生活———
2017年第三届湘赣鄂皖四省非遗联展” 活动在
长沙李自健美术馆举行。 作为本届活动协办单
位中唯一的院校单位，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的百余件展品带来了一股不一样的“学院风”。

校校精准帮扶通道职中
小伙子吹起芦笙，姑娘们跳起踩堂舞，裙摆飞

扬、 身上银饰伴着乐曲叮当作响……在湖南精准
扶贫与研培成果展厅，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对
口帮扶的学校———通道侗族自治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以下简称“通道职中”）的学生，正为客人们
带来侗族欢迎贵客的传统民俗舞蹈《芦笙踩堂》，
并热情邀请大家来品尝当地特色米酒。

自2015年11月以来，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等9个方面
全面帮扶通道职中。2017年，通道职中在各项竞
赛活动中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奖项56项，并
成功入围湖南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攻坚项目。

校地合作成立非遗工作站
为更好帮扶通道县发展， 湖南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与通道侗族自治县政府“联姻”，共建侗
族传统工艺工作站，从帮扶一校到帮扶一县，从
教育扶贫到文化扶贫，构建了“精准扶贫+非遗
保护”的“通道模式”。

首饰、 陶瓷、 竹艺、 服装、 箱包、 包装设计
……联展现场的作品琳琅满目， 却都有侗族传统
文化符号融入其中。 记者了解到， 这些均由湖南
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创作。 据介绍， 该院学生将侗

族元素融入毕业设计中， 开发了具有较高艺术品
位的品牌设计、 工艺美术、 时尚服饰等创新设计
作品296件， 侗族非遗创新作品荣获国家级、 省级
大奖17项。

研培模式培育非遗传承人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承办的文化部“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
划”的八期研培计划的学员优秀作品也在本届
联展中亮相。 93件（套）研培成果有湘绣、剪纸、
木雕、陶瓷、石雕等，种类众多、造型各异。

研培计划剪纸普及培训班优秀学员马丽
娅、欧阳玉英现场展示剪纸技艺，一幅幅精巧的

“立体剪纸”、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从两位学员
手中浮现，让不少观众目不转睛。

此外，研培成果展也创造性地将艺术作品与
产品有机结合，如《天尖茶》系列作品，用竹编的
包装盒、手提袋装上黑茶成品，为地方特产包装
定制化、特色化、高端化提供了思路。

�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南向曈 吴海波 记者 余蓉）12月24日，
第三届“汇博—博诺杯”全国高职院校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大赛在常州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落幕。来自北京、江苏、浙
江、 湖南等地近50所高职院校参加比
赛。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参赛的2支
学生组和2支教师组全部获奖， 成为本
次参赛学校中唯一的“双料王”。

工业机器人担任药剂师，按中药药方
精确到毫克抓药，并科学煎熬后配送至患
者手中。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
钰、胡何伟的“智慧药房”获得了评委们的
一致称赞。该校学生叶麒龙、黄健的“智能
换胎补胎” 主要针对大型车辆的补胎、换
胎工作， 机器人完成得更快捷更安全，获
得三等奖；在教师组赛项中，该校教师杨
利、南向曈分别获得一、二等奖。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由湖南省画院、长沙市文联、湖南省中国画学
会联合主办的“筑梦丹青·当代青绿山水名家
手卷展”在省画院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
以及湖南优秀画家的青绿山水精品46幅。
现场的作品以手卷的形式， 展现了新时代
艺术的新面貌。 它们风格迥异，有的苍秀简
逸，有的明丽典雅，有的恣肆奇谲，有的沉
郁磅礴。 这些作品在继承传统青绿山水画
的技法基础上， 融入了时代气息与盛世情
怀。

湖南省中国画学会主席石纲透露，明
年， 省中国画学会还将携手相关部门举办
“漫步山水间·当代湖南中国山水画作品
展”， 展示湖南山水画在新时代的新气象、
新作为。

据悉， 本次展览将持续展至12月30日
结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省诗词协会成立30年硕果累累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肖友平 王娟）12月26日， 湖南
省妇幼保健院发起成立湖南省妇幼健
康服务联合体，吸引了省内14家市州妇
幼保健院、70家县市级妇幼保健院和5
家综合医院“加盟”。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高龄孕产
妇增多， 危急重症孕产妇也随之增多。
数据显示，2016年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共
收治危急重症孕产妇7168例，占全年病
例数的23.7%。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盛小奇介绍，湖南省妇幼健康服务联合
体成立后， 在联合体内将实行技术指
导、人才培养、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四位

一体的合作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来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
层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据悉，线上将以“远程医疗”为主要
手段， 通过湖南省妇幼远程医学中心，
实现远程胎心监护，孕妇在家里就可以
实行胎心监护，监护结果实时传输到省
妇幼远程医学平台； 通过远程影像和B
超，实现远程诊断；通过在线发起多学
科会诊，指导基层医院对疑难病例进行
诊治；远程教学，共享学科新进展。线下
通过进修培训、现场指导、巡讲等多种
方式，对联合体内基层医疗机构妇产科
医生进行同质化培训。

省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成立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醇香浓郁的耒阳胡子酒，针法巧妙细腻
的桃源刺绣……今天上午，“非遗点亮
美好生活”2017年湖南非遗传统手工艺
博览会在湖南大麓珍宝古玩城开幕。

本届博览会由湖南省文化厅主办，
为期3天，包含非遗传统手工艺综合展、
非遗传统服饰秀、 非遗传统饮食文化
展、 传统中医药技艺专题展等多项活
动。

1万平方米的展区内，67个非遗精
品项目展示了精彩的湖湘生活。传承人
现场演示蓝印花布、苗绣、湘绣、土家族
织锦等传统服饰技艺，古丈毛尖茶制作
技艺、桂东黄糍粑制作技艺等制作的湖
南代表性美食可试吃、学习制作，雕刻、
陶瓷、漆器赏心悦目，浏阳江氏正骨术、
郴州陈氏蜂疗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苗医药三大传统中医药的传承人免
费为参观市民进行义诊。

湖南非遗传统手工艺博览会开幕

全国高职院校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大赛
湖南铁道职院获唯一“双料王”

文化先行农民受益

雪峰山景区 贫困户喜获百万分红

“筑梦丹青”展示当代
青绿山水名家手卷

“学院风”闪耀非遗联展

剪纸传承红色文化
12月25日，洪江市黔阳古城剪纸艺术家邱宏麒（左一）向游客介绍他的开国领袖剪纸作品。72岁的邱

宏麒退休后自筹资金，创建剪纸馆，展示以领袖人物、红军长征等为主要内容的剪纸艺术作品，已免费接
待国内外游客6万多人次。 杨锡建 张卿荣 摄影报道

文化先行农民受益

雪峰山景区 贫困户喜获百万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