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陈薇）
这里是航空维修车间， 是各种战机“休
息”和“做SPA”的地方，平日只有飞机和
机器的声音。近日，从车间里面传出了一
阵阵歌声和独奏音乐。 中国国家交响乐
团2018年新春慰问首次演出，献给了航
空工业长飞一线员工们。

“蓝天白云知道爱在中国，爱就是
一团火温暖你和我， 爱就是一首歌鼓
舞你和我……”，在车间临时搭建的舞
台上，张天甫、王煦然、霍元园、刘磊、
宋从举等歌唱家用高亢、 嘹亮的联唱
《爱在中国》 拉开本次演出的帷幕。
《跟你走》《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
的家》《绒花》 等歌曲相继唱响； 邓雅
之的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苗岭的
早晨》、 徐鹏的萨克斯
独奏《回家》、龚易男的
手风琴独奏《春到帕米
尔高原》，馥郁醉人。中
国国家交响乐团三大
男高音张天甫、 刘磊、
宋从举的《草原上升起
不落的太阳》让现场气
氛爆棚。本场演出在全
体演员高歌《我爱你中
国》的歌声中结束。

据了解，此次“爱在

中国，情系长飞”音乐会是文化部“文化
迎春、艺术为民”服务基层活动———中国
国家交响乐团2018年新春慰问演出第
一站。接下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10
余位艺术家们将赶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等地进行
7场露天广场慰问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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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通讯员 周闯 记者
胡宇芬） 记者今天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2017
年全省专利权质押贷款总额为14.2亿元， 同比
增长115%；质押融资登记143笔，出质专利608
件。100余家企业通过专利权质押融资助推专
利转化运用。

据统计和分析，较2016年专利权质押融资
6.6亿元、融资72笔、出质专利301件相比，2017
年全省质押融资金额、 笔数和专利出质数均呈
现100%以上的增长，13个市州完成年度融资任

务。金融机构开发“速保通”“智融通”“专利贷”
等新产品，促进了全省融资数量提升。

省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湖
南省从政策、服务、考核等方面多管齐下，既解
决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的后顾之忧， 又提高金
融机构和担保机构的积极性， 推动该项工作开
展。在政策引导层面，积极推动专利权质押融资
评估费补贴，前三季度共发放评估费用补贴69
笔、399万元。截至2017年底，长沙、湘潭、常德
等8个市州出台了专利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贴

息、评估和担保费用补贴等政策，部分县市区、
工业园区也建立专利权质押融资政策。 在平台
搭建方面，全省共举办9期质押融资培训班、10
余场对接会，加强了政策和融资产品的宣传。在
考核评估方面，去年初设定“长株潭3市融资额
较2016年度增长15%、其他市州按2016年度每
千件授权专利融资额达0.25亿元”的任务指标，
协调并纳入省政府对市州政府的绩效考核范
畴， 列入省知识产权局对市州知识产权局的考
核内容等。

专利权质押贷款超过14亿元
2017年比上年增长1倍多，100多家企业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游庆

2018年春节将至， 湖南旅游升温。
游客与日俱增，纠纷时有发生。在张家界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活跃着这样一群身
穿制服的身影，接受游客的咨询，调解旅
游纠纷， 他们就是来自武陵源法院旅游
速裁法庭的法官们。

2007年，武陵源法院在全国首创旅
游速裁法庭， 着力化解游客旅途中发生
的小额纠纷案。实现咨询、起诉、立案、调
处、执行“一站式”服务，当天立案、当天
调处、当天执行、当天兑现。

开通微信调解室，异地电话立案，巡
回法庭进景区……10年间，武陵源法院
不断创新。去年，该旅游速裁法庭共接受
游客咨询400余人次，受理、调处旅游纠
纷126件，其中受理旅游纠纷案件67件，
咨询调处旅游纠纷案件59件， 结案率
100%。

微信调解室，在线速解纠纷

2017年6月， 张家界武陵源区法院
旅游速裁法庭通过微信平台成立在线调
解室，以院长梅中才为首的10名优秀法
官担任调解员，全天在线、风雨无阻 ,受
理游客纠纷。

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三台手机，搭
建一个特殊的纠纷在线调解室。

“王先生， 请你将身份证的照片上
传，便于核实原告主体身份。也请酒店方
将营业执照及负责人的被告主体资料，
拍照上传。”

“我入住的房间有蟑螂，给酒店客
服反馈问题后反遭电话骚扰。房间蟑螂
照片视频我都有保存，希望严肃处理这
样的不良商家。 我要求当事人赔礼道
歉。”

“房间有蟑螂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
想第一时间帮您解决，但遭到拒绝，随后
我安排给您更换了房间。”

去年9月13日下午2时42分，原告王
某诉武陵源某酒店服务合同纠纷案在线

调解。
虽然，原被告没有对簿公堂，没有面

对面的唇枪舌剑， 主持调解的旅游速裁
法庭庭长雷清波却能明显感觉到， 双方
情绪都很激动。

经过长达3个小时的在线调解，双方
达成和解： 酒店在旅游速裁法庭在线调
解室平台，当庭赔礼道歉；酒店承诺以后
不再以电话或其他方式骚扰王某。

“游客只需轻扫二维码，关注武陵源
区法院公众平台， 就可直接与法官一对
一进行咨询，并在线调解。”武陵源区法
院副院长刘松杨告诉记者，“这个沟通平
台，真正是百姓身边的法庭。既不耽误游
客行程， 也能帮他们解决旅途中的实际
问题。”

“110”旅游审判新模式 ，
提供便捷司法服务

每逢黄金周或小长假等， 旅游速裁
法庭都会在门票站、黄石寨、天子山、黄
龙洞等游客相对集中的景区设置值班
点，巡回办案。法庭专门开通两条24小
时服务热线，由专人接听记录，并在各大
景区景点、宾馆和旅行社设有联系牌，存
放《便民服务联络卡》。游客通过电话、短
信、到巡回点投诉等方式，即可起诉。值
班法官全天值班，不论何时，均15分钟
内赶到现场处理。

刘松杨介绍说， 旅游纠纷涉及面
广、异地发生、标的额小、法律关系较
简单，适合就地立案、即时调处。旅游
速裁法庭真正实现了“110”旅游审判
新模式，即快速赶赴现场、快速了解情
况、快速受理、快速裁判、快速执行，全
部当场结案。

刘松杨说， 法庭为游客量身打造的
立案程序简易而不随意， 适用速裁程序
审理的旅游纠纷案件， 可以与当事人协
商答辩、 举证期限， 可以不区分法庭调
查、辩论阶段，“我们要做游客的临时‘娘
家人’， 为他们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服
务。”

身边的法庭“速判速决”
———记武陵源法院旅游速裁法庭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陈薇）看花鼓戏，
听经典民乐，赏音乐会……“媒体艺术之都·长沙
杜鹃花艺术节”正在星城火热举行。连日来，长沙
多个艺术院团向广大市民推出了系列精品演出。
今晚，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广新局主办的
“进入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长沙市群众文艺团队
优秀节目展演在长沙实验剧场举办。

演出在开场舞《乐动青春》的欢乐律动下拉

开帷幕。 此次展演共有13个节目， 节目形式丰
富，有舞蹈、戏歌、女声小组唱、群口快板、越剧
联唱、小品等。其中，舞蹈《梅山·诀》的演员们都
是来自于中南大学17级舞蹈表演专业的学生，
他们运用光影将梅山手诀进行夸张的舞台呈
现，小到“指”之动静，大到“影”之聚散，虚实之
间折射人与众生万物的普世性哲理关系， 表现
梅山人民对上苍神秘力量的深深敬畏， 呈现梅

山民间大开、大美、大合的古典“意蕴美”。精彩
的演出，赢得现场热烈掌声。该作品编导、中南
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舞蹈系学科带头人伍彦谚
透露， 该作品获得国家艺术基金小型舞台资助
项目， 并在去年11月的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中荣获一等奖。

在歌伴舞《国歌在我心中》的动人旋律下，
此次展演在融洽的气氛圆满落幕。

长沙杜鹃花艺术节精彩亮相

春风化雨润杏林
———记国家级教学名师、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常小荣

1月21日晚， 常德
市文化馆，常德市诗画
旗袍会等单位举行“柳
城诗画，沅澧芳华”2018
春节联欢晚会，晚会涵盖
了旗袍、中国画、诗歌、京
剧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具有浓郁的江南意境和西
洞庭地域特色，体现了一种
诗画情怀和人们对文艺生活
的追求。

鲁建文 陈自德 摄影报道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新春慰问
首演献给“湖南航空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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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芳华

通讯员 张觅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今年1月8日，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公示结束， 湖南中医药大学常小荣教授入
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近日，记者慕名采
访了常小荣教授。

40年如一日坚守教学一线
常小荣1978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从教整整40年了。40年来她一直坚守在本科生

和研究生教学第一线。如今，担任学校针灸推拿
学教研室主任、“针灸学” 湖南省精品课程负责
人、湖南省针灸学会会长的她，仍然坚持每年为
本科生上60到100个课时的课程。

教学之余，常小荣不断钻研中医针灸学，常
常工作到深夜。 她曾先后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诸多荣誉， 仅学术专
著就出版了30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SCI收录12篇。

常小荣多次下基层给老百姓讲养生保健，
并送出自己主编的科普教材。 她还开了一个微

信公众号，定时发布科普信息，深受欢迎。

“让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让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是常教授

常说的一句话。她经常对学生说：“我的导师
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也想影响你们一辈子。”

常小荣认为，教师要做学生的朋友，与
他们平等处之，尊重他们，信任他们，理解
他们。

常小荣几乎每年都固定资助一个在校的本科
生。有一位贵州学生家庭极为贫困，却拒绝任何资
助，常小荣便邀请这位学生为自己家里打扫卫生，
然后便付给她一定数额的钱款作为劳动报酬。学
生明白常教授的良苦用心，她说：“常老师，我要读
您的研究生，以后，我还要读您的博士。”

“我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为重要，做我的学
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常小荣说。

悉心教导外籍学生 传播中医药文化
湖南中医药大学是湖南省最早招收留学生

和留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 常小荣是学校
带教境外留学生最多的教师之一。 指导外籍学
生比指导本国学生更为辛苦， 因为存在语言障
碍与学科背景的差异。于是，多番思考后，常小
荣便拟定了一个“一加一”的方案，除了自己耐
心细致的指点， 还让自己所带的国内博士带一
个外籍留学生。

“教外籍学生， 一定要把高深的问题简单
化。”比如教外籍学生学经络时，常小荣便把经
络比作人体内的“交通系统”，“经”相当于大道，

“络”相当于大道上分出的小径。这样讲，外籍学
生一下就明白了。

常小荣深爱着教师这个职业， 她常说：“我
不是栋梁，但我的事业是培养栋梁。”奉献不言
苦，追求无止境，这便是常小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