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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帆 凌胜利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7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为主线，全面系
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丰
富内涵、构建路径及中国为世界共同发展提
供的新理念、新举措。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祝勇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2017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从入仕 、求生 、书法 、绘

画、文学、交友等十个侧面书写了苏东坡一
生的经历。在呈现苏东坡人生脉络和生命际
遇的同时，作者选取故宫收藏的宋元明三个
朝代的艺术藏品 ，由书画及人 ，联系苏东坡
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由苏东坡的个体反观
他所处的时代，书写了整个宋代的精神文化
风貌。

《袁隆平的世界》

陈启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3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全面、真实、深刻地展现

袁隆平为科学奋斗的伟大历程。他在水稻方
面的革新成就使世界水稻产量提高了20%、
中国水稻产量提高了50%。 他主持发明的杂
交水稻，不仅养活了中国人，还输出到20多
个国家，为世界反饥饿作了巨大贡献 。他风
趣幽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大国速度：中国高铁崛起之路》

高铁见闻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17年3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记录了中国高铁从无到
有，再到自主创新、高速发展，最后成为高铁
强国的全过程，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高铁崛
起之路，以故事记录历史，从细节探究真相。

《山河袈裟》

李修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这部散文集记录了普通人的

情感和尊严，也有一些关于旅游、诗歌、戏曲
等的篇章。这些散文 ，大都写于十年来奔忙
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
长途火车……是为作者的“山河”。

《我不》

大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书中的每一个人物 ，都在对

命运说：我不！ 那些动人的故事 ，大都始于
平淡，蕴于普通，却又伏藏在人性关隘处，展
现在命运的精彩处。

《风口浪尖》

杨少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以抗击台风 “海王 ”“丝

丽”为切入点，以虚构的沿海城市北岭的发
展为背景，细腻地讲述了基层工作奋斗的斑
斓故事。主人公们互相碰撞 ，虽有各自不同
的背景， 却大都执着于自己的理念和操守，
追求敬畏之心。个性决定命运 ，每个人都处
在人生的风口浪尖，关键在于你怎么选择。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李淼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2017年2月出版

内容简介：著名物理学家李淼写给孩子
的普及读物，将抽象难懂的量子力学巧妙化
为日常可感的事物，讲述了许多可爱的物理
学家的故事， 拉近了物理与孩子的距离。妙
趣丛生的插画，小读者们能更直观地看懂物
理过程，认识客观世界。

《黑洞不是黑的》

[英]史蒂芬·霍金 著 吴忠超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17年5月出版

内容简介 ： 本书是霍金2016年在英国
BBC广播公司里斯讲演中向大众传递的对
黑洞的洞见。 他以游刃有余的通俗讲解，将
我们带向宇宙最奇异的角落，告诉我们一个
不同以往的黑洞 。 黑洞并不像想象的那么
“黑”，事物可以从黑洞逃逸 ，信息可以某种
方式保存。

《贪玩的人类———写给孩子的科学史》

老多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2016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科学家就
是一群贪玩的孩子， 科学的诞生需要好奇心、
闲暇和自由。 这是一部轻松迷人的科学史，讲
述了科学从无到有的历程， 并以时间为经、人
物为纬，以情景再现的形式还原了几千年来科
学大师们探求真理过程中的奇闻趣事。

长沙继续深化教改，新学年招生

小学每班不超45人
初中每班不超50人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姚学文）新的
一年，长沙市将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力度。高中
教育从秋季高一年级新生起，按国家新颁课程教
学， 促进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和学生个性发
展。中小学招生入学制度将完善，小学、初中分别
按45人、50人班额实行阳光招生，并确保小学2至
3年级班额控制在50人以内，初中2至3年级、高中
1至2年级班额控制在55人以内。这是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长沙市教育工作会上获得的信息。

据透露，目前长沙市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3.01%，超全国水平15.6%。
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超100%，“三类”残疾儿童入
学率达92.2%，稳居全国前列。高中阶段教育毛
入学率达96.8%， 超全国水平9.3%。 中小学生

“体艺2+1”普及率达40%；创建全国首批文明
校园3所、 校园足球特色校37所； 学生学业水
平、学科奥赛、科技创新、技能竞赛等成绩稳居
全省全国前列。

新的一年，长沙将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统
筹抓好师资配备、选课分班、生涯规划教育等工
作。完善中考中招制度。改进高中“学业成绩+
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方式，扩大优质高中指标分
配到公办初中的比例。 完善中小学招生入学制
度，巩固“公办不择校”改革成果，修订民办初中
招生办法，解决民办学校办“占坑班”、乱招生、
乱收费等问题；扩大中职学校本地生源比例，规
范民办中职学校招生秩序。

长岭炼化

增产液化气保民用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通讯员 张勇 记者

徐亚平）今天，路面冰雪逐步融化。长岭炼化以
此为契机，一天出厂液化气1200吨，提高该产
品的装车出厂总量，满足边远市县、山区民众采
暖和生活需求。

液化气是湖南及周边省区部分城镇及农村
主要生活和采暖用气。近期，随着低温冰雪天气
到来，市场液化气需求量上升。长岭炼化及时优
化生产方案，制定多项应急措施，调整催化剂品
种应用和相应装置的产品分布， 根据装置生产
特性，采用提高轻质油产量的方式，带动液化气
高产。同时，调配内部资源和罐容，适当降低相
关石化企业工业液化气的供应， 多方提高民用
液化气的出厂量。1月22日以来，长岭炼化保持
液化气出厂1000吨/天以上， 出厂量最高时达
1600多吨/天，创历史新高。

两所高校入选
数据中国“百校工程”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莫礼平）教育部今日公布数据中国“百校工程”
项目院校及建设院校，全国首批仅30所高校入
选。我省吉首大学、南华大学成功入选数据中国

“百校工程”建设院校。
数据中国“百校工程”产教融合创新项目是

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落实国务院《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而设立。计划通过2到3年时
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100所高校，聚焦大数据
关键技术和若干国家重点行业的大数据应用，
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为教育及其他行业提
供全方位的数据服务， 为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
进步提供数据、人才、技术支撑。

泰康将在湘打造
高端医养综合体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通讯员 王志平 记者

孟姣燕）今天，泰康集团拿下湖南湘江新区梅溪
湖国际新城二期L06-B30地块，将打造湖南省
首个大规模、全功能、国际标准的高品质医养融
合社区———泰康之家·湘园。

据悉，泰康之家·湘园占地约197亩，以医养
结合、持续照护为核心特色。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千户养老单元，并将以二级（含）以上标准配套
建设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养老服务。

随着泰康之家·湘园项目落地，泰康集团已
完成北京、上海、广州、三亚、苏州、成都、武汉、
杭州、南昌、厦门、沈阳、长沙12个核心城市医养
社区布局， 泰康养老服务实体已成为全国高品
质连锁养老集团之一。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一群血气方刚的后生， 光着膀子，挥
舞着蛟龙。1月30日上午10时许， 吉首大
学体育馆内，手执舞龙棍的后生们，狂舞
在大家的面前。

钢火师举着青色的竹器火筒，对着龙
身，橘红色的钢火喷泻而出。火花越烈，舞
龙人越欢，全然不顾火星飞溅在身上。

将硝、硫磺、木炭、黄土、酒等原料按
比例搅拌后，塞入竹筒，整个制作过程包
括锯竹、放土、打眼、配药、装药、打药、封
底等工序，就制成了钢火。对火药的用量
及安装方向都有严格的要求， 必须精准，
否则容易烧伤舞龙人。

钢火烧龙，是湘西苗族后裔祈祷风调
雨顺、 五谷丰登的传统祭祀活动之一，距
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我小时候，每逢过小年或者元宵，就
骑在爷爷肩膀上看钢火烧龙。”训练间隙，
湘西钢火烧龙文化活动组织者张孝铭说，
“我要让钢火烧龙这项‘天人合一’的传统
体育文化习俗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生根开花。”

钢火烧龙活动最近引起了众多关注，
央视外语频道即将赴自治州进行拍摄，向
世界推介湘西的钢火烧龙。

“为了让这条祥龙飞向世界，40多个
小伙子也是蛮拼的。” 舞龙教练张泽奇告
诉记者。 从1月20日接到央视外语频道的
邀请函，他们就立刻投入训练，即使冰雪
天气也不间断。

“如果再晚5年，湘西钢火烧龙也许就
失传了！” 湘西钢火烧龙文化活动组织者
张孝铭说，“近些年，老匠人放下了以前引

以为豪的手艺，年轻人则选择外出打工谋
生，钢火烧龙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钢火烧龙不能变成回忆。”2014年1
月， 张孝铭踏上了钢火烧龙的推广之路。
自己组建团队，走访老手艺人，将他们的
事迹拍成纪录片。他还自费招募年轻人学
习舞龙。

在张孝铭团队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
人又开始将视线投向钢火烧龙。到目前为
止，他们已举办数次钢火烧龙展演。“现在
的钢火烧龙，还缺少了仪式感。”张孝铭坦
言。2018年小年夜，或者元宵节，在传统钢
火烧龙的基础上， 他们计划加入新的元

素：祈福仪式、神龙点睛、烈酒壮行、赴火
破阵、众龙浴火，第二天还有龙归大海，让
整个民俗活动更有仪式感、更加完整。

吉首大学从事非遗研究工作的田茂
军教授，近年来也在关注钢火烧龙这项
民俗文化活动。他说，钢火烧龙是湘西
人的一种精神， 一种迎难而上的精神；
是对来年的祈求，祈求风调雨顺，祈求
幸福安康。随着老一辈的钢火烧龙师傅
慢慢老去，这项文化遗产到了最危急的
时候了。

张孝铭坚定地说：“我要让湘西的这
条龙飞到世界的舞台上。”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黄利飞）
华菱钢铁1月30日晚发布业绩预告， 预计
2017年实现净利润52亿元至54亿元，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亿元
至42亿元，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1.33元/股
至1.39元/股， 为公司上市以来年度最优
业绩。

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 经济增长好于预期，钢
铁行业下游需求复苏；得益于国家稳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化解钢铁过剩
产能，彻底取缔“地条钢”、严抓环保限产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强有力推动，钢铁行
业市场供需关系改善、经营形势好转。

华菱钢铁积极把握行业发展的窗口
期，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市场开拓、技术创
新、品种研发、结构调整、内部改革等各项
工作，企业运营效率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公
司全年粗钢产量、钢材产量及销量创新高，
分别较历史最优水平增长12%、12%、9%。

因2015年度、2016年度连续两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华菱钢铁股票交易于
2017年5月3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变
成了*ST华菱。 华菱钢铁在公告中称，根
据有关规定，若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为正，公司将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华菱钢铁2017年
的业绩扭亏为盈且创历史最优，公司股票
交易“摘星脱帽”、日涨跌幅限制由5%恢
复为10%，基本已无悬念。

华菱钢铁
预计2017年净利润超52亿元
为上市以来年度最优业绩，股票交易有望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袁毅 周华山）今天，记者从长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悉，2017年， 长丰集
团生产猎豹汽车13.6万辆，销售12.6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52.64%和38.94%； 实现营
业收入113.22亿元， 同比增长29.46%；实
现利税17.8亿元，同比增长65.49%，各项
经济指标均超历史最好水平。

去年，长丰集团集中优势资源聚焦整
车主业，退出非关键零部件产业，不断调

整优化经营结构，激活内生动力。推动实
现一个总部、两个研发中心、三家核心零
部件公司、四个整车生产基地布局。集团
新建的长沙工厂科学规划，创造了10个月
从项目启动到整车生产的“猎豹速度”，实
现了边建设、边投产、边产生效益的“猎豹
新形象”；永州工厂生产节拍提升到85秒/
辆，最高日产达到451辆。

猎豹汽车进一步推动产品技术升级，成
功上市猎豹CS9-1.5、1.5T和猎豹CS9-EV，

猎豹CS9被评为“年度最佳智能互联SUV”，
并荣获2017年中国年度汽车金顶奖———
“年度家庭SUV”；猎豹CS10是长丰集团自
主研发设计的首款全新城市SUV车型，荣
获湖南省首届“产品创新奖”。

长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新表
示，2018年，集团将坚持“提品质、强品牌、
拓市场、增效能”，切实加快猎豹汽车高质
量发展步伐， 力争实现整车产销20万辆，
实现营业收入180亿元。

长丰集团营收突破100亿元
去年猎豹汽车产销突破12万辆

钢花飞溅 龙舞吉祥
央视外语频道将向世界推介自治州钢火烧龙

� � � �舞龙人在钢火下狂欢。湘西钢火烧龙是湘西苗族后裔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传统
祭祀活动之一，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张家界

“山货”成“网红”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田贵学）“年货节让土特产搭上了电商快车。”1
月25日，在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石堰坪村
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站， 来自张家界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网站的订单， 让店主全子恒忙个不
停。近几天，全子恒已为村里贫困户销售农产品
6000多元。

据了解，1月20日至2月5日，张家界市首届
电商扶贫年货节在永定区举行，全区设置了55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农特产
品200多种。网上商城开展多种促销活动，带动
贫困户农产品销售，部分产品一度供不应求。

为发挥电商扶贫功能，2017年， 永定区引
进京东集团， 并出台了电商扶贫实施方案等配
套政策措施，建成了张家界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区级电商运营中心以及55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还举办了3期电商培训，累计培训400余人次。

湘版好书榜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1月30日，龙山县城的一家商店，顾客在选购春节装饰品。随着春节的临近，春节装饰品市场红火
起来。 田志波 摄

春节近 饰品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