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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5月14日，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下称“文博会”）落下帷
幕，文化湘军再创佳绩！

在本届文博会上，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芒果传媒有限公司荣获第十届
“全国文化企业30强”，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入选30强提名企业。 湖南团综合馆、长沙
馆、动漫游戏馆均获得“优秀组织奖”和“优
秀展示奖”。 此外，参展的沅州石雕《一路连
科》、土家织锦《鸡锦合子》、湘绣《炫镜》等8
件文化精品获得文博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
创意奖，其中金奖3件、银奖2件、铜奖3件，获
奖数量为历年之最。

从2010年起，湖南已连续9次组团参加
深圳文博会。 今年，文化湘军以“创新开放，
融合发展”为主题组团参展。 这9年来，湖南
始终坚持创新开放，融合发展，让国内外广
大观众共同见证湖南文化的力量。

融合创新，全面升级
今年文博会湖南共有70家文化企业参

加，其中7家省管国有文化企业、63家民营文
化企业，湖南主展馆总面积近850平方米。

本次展会，湖南广电以“内容”“硬件”为主
线，集中展示了芒果TV在“一体两翼，一云多
屏”和“芒果独播”战略下，不断壮大的自制能
力和推陈出新的王牌综艺IP；以爱芒果品牌电
视、战略合作产品激光电视、自主OS操作系统
等为代表，展现湖南广电从内容、渠道、平台到
经营、管理的全媒体融合创新成果。

文博会期间，中南传媒以数字化和互联
网为核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出版和
媒体融合发展，重点展示了数字教育、数字
出版领域的重点项目和产品，以及公司智慧
教育产品的应用情况。 中南传媒在文化金
融、数字教育、传播矩阵建设、IP开发运营等

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集团已发展成为
中国出版传媒业中产业链完整、媒介形态丰
富、传播介质多样的龙头企业。

作为湖南省重点打造的文化创意品牌，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项目在文博会上
成功举行了一场以“看见马栏山”为主题的
推介会，代表湖南顶尖文创产业，向全球客
商展示了湖南文化软实力。 推介会上，包括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等在内的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及视频
产业生态中的领先专业型企业，以“马栏山
青春合伙人”的身份在现场与湖南广播电视
台签约，共同助力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向
“中国V谷”的蜕变。

文博会上，还发布了《2018湖南文化产
业投融资项目》 手册，55个优质文产项目受
到国内外投资者的关注。

跨界发展，精彩纷呈
文化+，加出新模式。 文博会期间，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以图文视频方式，完整展示了
近年来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改革创新成果，
包括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金融、文
化+康养、文化+体育、文化+综合体等多领
域的重点项目。 在主展馆的实物展品区域，
来自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公司开发的中
国首套青铜器主题动漫IP“铜趣大冒险”系
列文创产品深受现场观众青睐。

发挥文化企业优势，讲好故事，湖南文化
扶贫成效显著。 潇湘电影集团拍摄的电影《十
八洞村》 在湖南主展馆受到了现场观众的热
情关注。 该电影聚焦精准扶贫，用艺术的手法
讲述了精准扶贫的动人故事， 影片在党的十
九大召开前上映，收获了超亿元的票房回报；
快乐购现场展示其通过电视购物+直播的模
式打造“一县一品”品牌,助力精准扶贫。

本届文博会上，还集中展示了湖南一批
具有独特价值的非遗文化产品，包括由自治

州和湖南雨花非遗馆精心选送的踏虎凿花、
土家织锦与蜡染书画、宝庆瓷刻、醴陵金煌
瓷艺等项目。由湖南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
所带来的向王银壶和蓝印花布等非遗工艺
品，更是受到观众追捧。据了解，展会期间向
王银壶和蓝印花布收获不少订单。

走出去，拓宽新空间
在本届文博会上，我们看到，近年来湖

南文化企业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新渠道和
新模式，对外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

数据显示，2017年，湖南文化贸易累计
进出口总额22.92亿美元、同比增长73%，其
中出口额22.52亿美元、 同比增长71.5%，总
量和增速均创历史新高。

中南传媒近3年版权输出700余项，输
出国家覆盖欧美、东南亚及其他“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南传媒还承担了我国首个综合
教育援外项目，成为国内第一家为他国设计
顶层教育体系开发教材、培训教师的出版企
业；公司还与法兰克福书展集团合资成立在
线版权交易有限公司、弥补国内出版界在线
版权交易领域的空白。

湖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将高清信号
输出国门，已成功落地亚洲及美洲、欧洲、大
洋洲、非洲大部分国家付费电视网络，实现
全球信号覆盖， 海外用户数接近400万户，
覆盖人群超过3000万。

体坛传媒集团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之
路。 2016年6月25日，体坛传媒集团和俄罗
斯苏维埃体育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 确定双方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共同迎接体育信息传播及体育产业开发方
面的挑战和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展开和开
放崛起步伐的加快推进，湖南文化“走出去”
力度不断加大，湖南文化企业的发展也呈现
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沈德良

“9万株‘摇钱树’倒下，3万只候鸟回家”
“昔日的 ‘臭水沟 ’，如今成了城市的 ‘绿腰
带’”……这些天，参加美丽中国长江行网络
主题活动的外地媒体记者，惊叹常德那些曾
经的环境“伤疤”的华丽变身，感受着“美丽
经济”的独特魅力。

或许， 常德这种富有美感的呈现方式，
见证着湖南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时
悄然发生的变化。

常德向水而生，因水而繁华。 但它同其
他地方一样，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上也走过一
段弯路。 过去的毛里湖，湖水可以直接饮用，
但引入人工养殖后，湖水持续恶化，水质差
到牛都不愿下湖洗澡；过去广袤的西洞庭湖
曾经是各种候鸟的天堂，但大量种植欧美黑
杨后，保护区生态环境退化，一年到头难得
看到几只鸟在这里停留；那条穿城而过的穿
紫河， 慢慢成了一条让人掩鼻而过的臭水
沟。

原来的发展方式显然走不下去了。 常德
人沿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找到了一条
全新的发展之路。 这些年，常德充分发挥水

资源优势，做好、做活、做美“海绵城市”建设
这篇大文章，努力把美丽变成财富、变成增
长动力、变成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毛里湖在
2016年双喜临门 ， 不但成为了国家湿地公
园，还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填补了津市
国家A级景区的空白。去年底，西洞庭湖的几
万株欧美黑杨退场还湿，当年冬天，就有几
万只候鸟重回故地，美丽经济让常德人尝到
了甜头。

事实上，在浙江，美丽经济已做得风生水
起。 几年以前，浙江就开始创建万里美丽经济
交通走廊，着力打造“美丽交通+历史人文”“美
丽交通+乡村旅游”“美丽交通+民宿经济”“美
丽交通+体育文化”“美丽交通+休闲养生”等
多种发展形态，促进了公路沿线各地的特色小
镇、电子商务、快递物流、乡村旅游、现代金融、
总部经济等产业的长足发展，已然形成美丽经
济的“浙江样板”。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在人的思想
认识上。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只
是，转变观念之后，常德走上了一条不一样
的发展路。俗话说，人努力，天不负。同样，在
环境保护治理上的每一份努力，都会获得一
份与之匹配的回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刘笑雪

“杂交水稻是来自湖南的珍贵礼物。 ”5
月14日，率代表团来湘商谈水稻项目合作事
宜的柬埔寨农林渔业部部长荣萨孔说，此次
访问对柬埔寨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推进
农业领域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这株稻穗
能让柬埔寨农民增收”

柬埔寨与湖南的渊源，与杂交水稻有着
莫大的关联。

荣萨孔告诉记者，2015年， 湖南杂交水
稻研究中心开始与柬埔寨合作推广杂交水
稻，当年9月，袁隆平院士率领科研团队赴柬
进行“杂交粳稻品种”试种；2018年1月，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柬埔寨农林渔业部签
订合作备忘录。

“特别感谢袁隆平院士，是他将杂交水
稻推广与播种的地点选在了柬埔寨，整个科
研团队的实践精神与勤奋感染了我们。 ”荣
萨孔说，适宜热带气候的“杂交粳稻”在柬埔
寨大面积试种成功， 亩产达到900公斤，离

不开像袁隆平一样的农业科研人员的努力。
“这株稻穗能让柬埔寨农民增收”，荣萨

孔介绍， 柬埔寨一直以来都是稻谷出口国，
去年可出口稻谷达550万吨左右。“但我们依
然需要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因为每户柬埔寨
农民种植水稻的平均收入目前仅为1000余
美元，如果换种湖南推广的这种粳稻，产量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随之上去了。 ”

“双方在农业领域还有很多潜在的合作
机会，例如，柬埔寨木薯、芒果、腰果等农作
物与橡胶等经济作物的产量都很高，可以将
这些作物的种植经验与湖南分享”， 荣萨孔
说。

欢迎湘企跟随
“一带一路”赴柬投资

实际上， 这是荣萨孔第三次来到湖南。
2014年，他携家人到张家界、韶山等地旅游。
2015年，应中国水利部和农业部邀请，他来
到湖南进行水利工程与农业方面的考察交
流。

“来湖南旅游，我看到了奇峰峻石，也感
受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除此之外，荣
萨孔还看到湖南在旅游、水利等方面有一些
值得借鉴的经验，希望将这些经验带回去。

这次来湖南， 荣萨孔带来了一件礼
物———印着吴哥窟古迹的泥塑盘，他说，“湖
南风景很美，欢迎大家都来柬埔寨吴哥窟等
地体验不一样的景观。希望长沙与金边在不
久的将来开通直飞航线，这样两地人民交流
往来就更方便了。 ”

除了欢迎湖南游客，荣萨孔也对湘企伸
出了“橄榄枝”。 这两天，荣萨孔一行访问了
隆平高科关山基地、袁创公司。他表示，希望
与中国尤其是湖南的企业合作，让他们将选
种、种植、生产、包装、出口等一系列流程的
操作经验传授给柬埔寨农民，同时支持柬埔
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
精深方向发展。

“目前中国已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投资来
源国，欢迎湘企跟随‘一带一路’到柬埔寨投
资”，荣萨孔热情地表示。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闻立）今天，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生
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会议提出：坚决遏制
我省安全生产事故反弹趋势。

5月以来，我省连续发生5起较大安全生
产事故，造成19人死亡，多人受伤。

省安委办主任、省安监局局长李大剑表
示，对安全生产形势分析预判不足、思想上
麻痹松懈、执法手段不严、存在侥幸心理，是
造成事故漏管失控的根本原因。

省安委办表示， 对5月份以来发生的事
故实行挂牌督办，从重从快处理。 要求全省
安全监管部门进入紧急状态， 全面摸清市、
县两级可能发生事故的隐患底子，实行分兵
把守防控，明确监管职责；对全省安全生产
重点地区和行业领域组织实时巡查，启动分
线督查；结合“强执法防事故”专项行动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执法，启动失信联合惩戒，
实行司法联动， 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相结
合。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肖井冬）5月15日，第六届中国（湖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600多名志愿服务者，
经过培训考核后，已全部定岗上岗开展服务
工作。 他们将全面参与到礼宾接待、现场引
导、交通出行、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矿博会
的各项工作、活动中。

矿博会作为全球前三、亚洲最大的矿物
宝石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平台，会展服务是至
关重要的一环。 为此，该市提出以一流的接
待服务水平，确保此次矿博会办成一届更加
成功、更富特色、更有成效的盛会。该市制订
出台了第六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
览会筹备工作实施方案，把接待服务工作作
为矿博会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矿博
会筹委会接待部各成员单位职责和8家星级

接待酒店及接待标准等事项，要求相关单位
按照“精准、精确、精心、精细、精致、精品”的
要求，从“大”处着眼，从“细”处着手，培育高
素质服务团队、强化高效能服务保障、提供
高品位餐饮服务、做好高规格安全保卫。

为确保矿博会期间的顺畅出行，郴州运
管部门已完成了对全市城区营运的出租车
车容车貌及车况检查，并动员各出租车公司
以志愿者形式， 重点把车停在会展中心、宾
馆等客流集中的地方提供定点服务。郴州市
三维出租车公司立了“微笑服务”等12条规
定，要求司机给乘客提供周到细致服务。 同
时， 郴州在矿博会期间将推出4条免费公交
专线，即从高铁站、火车站、汽车总站等地开
往郴州国际会展中心的专线公交车，乘客可
在沿途路段的公交站点等候。

� � �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神州大地上
战斗着许多英勇的湘籍反法西斯战士。 然
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牺牲在抗日的战场
上， 却倒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乱枪之下，壮
志未酬，梁鸿钧就是其中的一名。

梁鸿钧，1905年出生于湘潭县。 1927年参
加南昌起义。 后随朱德、陈毅转战于闽粤赣湘
边，上了井冈山。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政委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钧进入抗日军政
大学第三期学习。 毕业分配后，先后担任陕
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副参谋长和延安警备区
参谋长，肩负保卫延安的重任。1938年底，鉴
于广州被日军占领的严重形势，广东省委书
记张文彬请求党中央派得力的军事干部到
南方工作。 于是1939年梁鸿钧被党中央派
到广东任东江军事委员会书记，担负广东人
民抗日游击队指挥重任。

1939年1月，广东省委决定在东江和琼

崖两地区建立坚持抗日的根据地。梁鸿钧任
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战军事指挥，统一领导中
共所属抗日游击队。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梁鸿钧纵横驰骋在东江、惠阳、海陆丰、东莞
大岭山、宝安阳台山，建立了700多人的游
击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他领
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多次粉碎了国民党
顽军的进攻，队伍发展到1500人。

香港沦陷后，广东敌后抗日斗争的形势更
加严峻，中共中央下令营救困在香港的民主人
士和文化界人士。 梁鸿钧和尹林平、 梁广、连
贯、曾生、乔冠华等参加了这次史册记载的大
营救工作。梁鸿钧任军事指挥。从1942年元旦
开始营救， 经过半年多时间紧张而危险的工
作，把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800多知名人士
和美军飞行员、国际友人从日军的虎口中抢救
出来，护送到大后方，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委决定成立东江
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

角洲的党政军工作。梁鸿钧任东江军政委员会
委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在深圳、
香港附近的白石龙村建立总队部和港九大队，
率部四出打击日军,并从事铲除汉奸、炸毁桥
梁、袭击香港海上运输线等斗争，使港九地区
的日、伪军和汉奸惶惶不可终日。 他还根据港
九大队开展游击斗争的经验， 组建了长枪队、
海上队和市区队，以适应港九地区特点和灵活
机动打击敌人的需要。 有一次，他亲自带领几
个游击队员装成农民，身藏手枪，潜入靠近香
港、九龙的大埔、沙田等地，一举拔掉敌伪军的
一个据点，安全返回了驻地。 6月下旬，他又同
王作尧、杨康华等率部挺进东莞，恢复东莞大
岭山抗日根据地，并粉碎了日军、伪军、顽军三
方对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合击。

其实，梁鸿钧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军事指挥官的几年时间，一直处于腹背受敌
的危险境地：不仅要与日军作战，还要应对
国民党顽固派的“追剿”。 1945年2月22日，
梁鸿钧率部进驻新兴县蕉山村。 国民党158
师473团得到密报，长途奔袭60里，兵分三
路包围蕉山村。 在指挥部队突围时，梁鸿钧
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0岁。

（执笔 ：省委党史研究室 朱柏林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人努力 天不负

“杂交水稻是来自湖南的珍贵礼物”
———专访柬埔寨农林渔业部部长荣萨孔

湘约2018

梁鸿钧：血洒蕉山

创新开放 融合发展
———2018深圳文博会湖南展团综述

� � � � 5月14日，山
清水秀的桃源县
夷望溪景区。 夷望
溪主流长103.9公
里， 流域面积734
平方公里，水利资
源丰富。 因景色秀
美、 山水怡人，被
誉为常德“小桂
林”。

傅聪 唐俊
摄影报道

常德
“小桂林”

荣萨孔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我省安全生产事故反弹
安全监管部门进入紧急状态

郴州以一流服务迎接矿博会

�荨荨（紧接1版）要以发挥基层党组织堡垒作
用为引领，着力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建立
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
乌兰要求，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

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强化干部学习培训，

把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
建立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机制， 确保乡村
振兴战略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
讯员 罗嘉） 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昨日公告
的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名单，我省黄永
平、 李露、 罗利香3人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国家授予我国工

艺美术创作者的最高荣誉称号。 评选始于
1979年， 从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共产生了
44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我省共有21人获
评，目前仅有13人在世。 第七届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评审， 确定了89名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 湖南有8人参评，3人获评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他们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及省级金
奖。其中黄永平从事釉下五彩陶瓷艺术创作
37年，擅长醴陵釉下彩传统制作工艺，以花
鸟画装饰为主，善于运用泥釉和颜料，恢复
了失传的釉下绿彩瓷工艺。李露从事湘绣艺
术创作35年，擅长人物﹑走兽﹑花鸟刺绣，精
通双面全异绣技艺。 罗利香绣龄也长达35
年，尤擅人物、花鸟题材，能灵活运用各种针
法表现湘绣外形内质。

湖南新增3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