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谭晶 曹莉彬）6月是航空出行淡
季，国内国际机票纷纷打折。记者今日从
长沙多家航空公司获悉，长沙飞伦敦往返
航班最低500元起，而长沙飞海口机票有
1.5折优惠。

海南航空介绍，即日起至9月13日，长
沙飞悉尼、墨尔本的两条洲际航线，往返
经济舱跌至600元起； 而6月长沙飞洛杉
矶的经济舱单程为1000元起， 飞伦敦的
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为500元起。

南航湖南分公司介绍，6月起， 从长
沙、张家界出港的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大幅
下降，最低1.5折优惠。如，长沙飞三亚票
价最低240元起，飞海口最低180元起，飞
呼和浩特最低380元起， 飞乌鲁木齐最低
750元起；张家界飞贵阳最低260元起，飞
汕头最低350元起。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李萍）近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宣布，圆满完成了2018年第一次
湖南电网配网状态评价集中评审，这是
全国首次对配网进行动态评价。这种新
的评价模式将为我省配网建设和升级
改造提供精确的决策依据，以达到进一
步提高供电可靠性目标。

受检测技术所限， 我国电网长期
实施一年一次的配网设备状态评价。

近年来，我省配网建设力度加大，不断
改造升级， 对设备基础数据的精确性
要求越来越高，“用电需求增大、 供电
质量提升， 使得配网运维变动加快。”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表示， 一年
一次的设备状态评价已不能及时、准
确反映配网运维情况。

为此，国网湖南电科院持续研究改进
电线带电检测技术， 使相关技术日臻成
熟。在此基础上，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创新出配电设备状态动态评价模式。
据介绍， 今后我省配网设备状态

评价将实施月度定期评价， 季度集中
评审，年度综合考核。

本次动态评价集中评审历时7天，
对14个市州415条高故障、高投诉线路
状态进行了综合评判， 诊断出我省县
域范围配网运维存在架空线路防雷水
平较低、 老旧电力电缆及环网柜局部
放电等较多问题。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记者 刘勇 成
俊峰）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新
闻发布会， 常宁市市长吴乐胜在会上宣
布，2018中国（常宁）油茶旅游文化节将
于6月6日在当地开幕。

本届油茶旅游文化节的主题是“常宁
茶油 记忆乡愁”。油茶不仅承载着兴业富
民的美好希望，也承载着一代代人的美丽
乡愁。茶树茶果茶花、乡情乡俗乡韵，是百
姓心中割舍不断的情缘。吴乐胜说，举办
这次节会， 既是为了助推油茶产业发展，
让常宁茶油走向全国、飘香世界；也是为
了留住美好乡愁记忆，传承和传播优秀传
统文化，壮大乡村振兴的文化根脉。

据悉， 本届油茶旅游文化节由中国林
业产业联合会木本油料分会、 省林业厅、衡
阳市政府联合主办，设有开幕式、常宁茶油
品牌建设大讲坛、常宁茶油暨全国木本油料
团标品牌联盟企业产品展、常宁油茶版画和
书法展、农副产品展销会、招商洽谈签约暨
油茶产业扶贫项目签约仪式等8项内容。

常宁是全国知名的油茶重镇。 目前，
该市油茶基地面积已扩展至100万亩，年
产茶油1.13万吨左右，“常宁茶油”成为全
国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茶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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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黎治国

处于武陵山脉北端、 湘西北边陲的
桑植县，境内山峦起伏，风光旖旎。但绵
延千里的群山， 一直是一条巨大的鸿沟
横亘在致力脱贫致富的山区群众面前。

如何建设跨越天堑的桥梁？ 唯有扶
贫攻坚。桑植县以阳光安居、阳光医疗、
阳光助学的“阳光三保障工程”，为这座
桥梁筑牢根基。

住新房，有工作

“山上到山下，破房到新房。”5月27
日， 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新阳村“阳光
院”，孤寡老人熊延华打开电视机，调到
戏曲频道，开心地跟着节奏哼唱起来。在
老人心里，住土坯房的孤苦日子，已经远
去，如今已不愁吃穿，也不用再担心暴雨
天气下自身的安危。

熊延华生活的改变， 来自于阳光安
居保障工程。在桑植，有3.6万名贫困户
居住在深山峡谷和高寒山区，要脱贫，先
要搬下山。

在需要搬迁的贫困户中间， 桑植县
严格筛选“老弱病残”、无房或危房又无

自我发展能力的农村特困家庭，采取“一
户一套，集中建，免费住”的机制，为每户
提供每套30至60平方米不等的“阳光
房”，厨房、卫生间和简单家具一应俱全。
2014年以来，该县已在18个乡镇85个村
集中修建“阳光院”住房896套，今年还
将完成300套住房建设。

根据不同贫困对象，桑植县在对“阳
光院” 住户开展民生救助和帮扶兜底的
同时，对拥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有
针对性地扶持生产和安排就业。

“有了住房，也有了工作。”利福塔镇
舒家坪“阳光院”的特困户龚玉兰，在结
对帮扶干部的帮助下， 在镇中心幼儿园
里找了一份后勤工作，每月可挣1000多
元钱。

花小钱，治大病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达到
100%，实现了合规费用全报销；实际住
院总费用报销比例达到87.66%，部分患
者报销比例达95%以上； 去年人均住院
费用负担仅497元， 比政策实施前减少
921元……通过阳光医疗“一站式”结
算， 桑植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医成本大

幅下降。
阳光医疗“一站式”报销结算平台由

桑植县于2016年开发，以城乡居民医保
系统为依托，录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商业保险、民政医疗救助、财政兜底
的“五重医疗保障”体系数据，全面对接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困难人群信息。

“住院14天， 花费5.3万元， 报销
46120元。”通过“一站式”结算，洪家关
白族乡洪家关村贫困户胡金浓花小钱，
治了大病。

不仅仅报销比例高， 桑植县户籍的
贫困户患病住院时， 只要提供户口簿或
身份证，即可“零费用”办理入院手续；费
用结算时， 在张家界范围内定点医疗机
构医保结算窗口10分钟之内即可“一站
式”结算到位。

去年，桑植县“一站式”结算平台支
出“五重医疗保障”救助资金6748万元，
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患者7088人次，人均
住院费用实际负担仅为“一站式”结算模
式实施前的35%。

免费学，好就业

5月16日， 桑植县与湖南石油化工

职业学院签订教育精准扶贫合作协议。
今年开始， 该校将连续3年在桑植招收
30至50名贫困学生，免收学费，并在毕
业后为其安置工作。

这是桑植县“订单培养、定向就业”
的职业教育模式的新成效。此前，桑植已
与解放军3303工厂技工学校、湖南有色
金属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职业院校达成
协议，为贫困学子提供免费教育，并推荐
就业，真正实现“培养一人，脱贫一户”的
目标。

与此同时， 桑植县还针对贫困学生
分类施策， 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从小学到大学资助全覆盖, 确保不让一
个学生因贫失学；推行“合作培育、免费
就读”的公费师范生培养模式，每年从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选出100名初中毕业生
进行定向培养，定岗到校,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技能培训
模式， 面向贫困群众开展涉及种植、养
殖、家政、民间工艺等10多个门类的技
能培训,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据统计，去年桑植县发放阳光助学资
金1857.8万元， 受助学生达17970人。3年
来， 累计参加各类技能培训的农民达5万
余人次，3.5万名贫困群众因此脱贫致富。

天堑筑起幸福桥
———桑植县“阳光三保障工程”筑牢扶贫根基

通讯员 曾朝阳 李伊宇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名片】
殷志远， 字士元，1997年出生， 湖南岳阳

人，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2016级编辑出版学专
业学生， 湖南省大学生书法联合会第十一、十
二届理事。近日，他撰写的论文《陈寅恪手稿遗
墨研究》 独立发表在中国书法界顶级研究刊

物、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书法 》下半月刊 《中国书法·书学 》
2018年第四期上。

【故事】
大二学生、21岁的殷志远最近在衡阳师范学院小火了一

把。
他撰写的论文《陈寅恪手稿遗墨研究》 近日独立发表在

《中国书法》下半月刊《中国书法·书学》2018年第四期上。该
文对陈寅恪书法的研究，既拓展了书法研究的新方向，也使得
陈寅恪研究更加完善。

2018年5月7日至5月9日，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特别举办
了以殷志远书画艺术作品为主题的“士元书画艺术作品展”。
展览呈现了殷志远书画学习的历程，记录了其情感、品格、所
思所想，诠释了作者的生命状态和艺术状态，吸引了广大师生
前往观摩学习。

21岁就在中国书法界顶级研究刊物独立发表研究论文，
学院专门为他举办书画艺术展。他的青春，因书法有着别人不
一样的光芒。

殷志远学习书法，不曾正式拜过名师，全靠自己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自初二接触书法，他便一头扎进了书法的砚池里。
最初练习书法，由于条件有限，没有范本、字帖，殷志远就从教
材书的插图中挑选可以临摹的字。 纸张不够， 随手拿来的废
纸，都可以让他兴致勃勃地练习很久。

“偶尔闲下来读书， 看到比较特别的字或者有感悟的语
段，又总是忍不住手痒想要临摹一下。”直至今日，他依旧保持
着每天练习书法三至四小时的习惯。《张迁碑》《曹全碑》《礼器
碑》《十九帖》《圣教序》等历代名家碑帖，殷志远皆有临摹，并
深钻细究，广采博取，从中汲取了大量营养。

从高中起，殷志远便上门拜访当地擅长书法的长者，到了
大学更是抓住机会向身边的老师、专家学习。他还多次前往长
沙、南京、武汉等地观看书画展览，细心揣摩。“只要我能知道
的书画展，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场都不会落下。”

为撰写《陈寅恪手稿遗墨研究》，殷志远熬夜伏案长达半
个月，翻遍了《陈寅恪先生遗墨》《名家小品：暨文人书法、陈寅
恪手稿专场》等书籍。“整个写作过程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有些
作品并不是陈寅恪先生的手稿，却录在了他的作品里，我需要
辨析出哪些是他的作品，哪些不是。”殷志远说。

书法给予殷志远的， 就像他自己写的那首小诗所描述的
那样“我的生活很简单/一条小河/看得到对岸/看不到两头/
河的南面是一片小树林/几头牛在酣睡/几只羊在吃草/对面
就是我的家/一个不大不小的木屋/里面有一张床/春暖夏凉/
一张桌子/可以吃饭、写字、画画/凳子有两条/一条自己坐/一
条用来放画稿……”

比起成为一个书法家， 殷志远更希望自己以后成为一个
从事书法研究的学者。

“下一步计划是准备考研，考书法方面的研究生。”殷志远
冲记者笑了笑说：“希望自己能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吧。”

青
春,
书
法
做
伴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吴林芳 潘
湘斌）5月25日，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水上派出所民警在沅
江巡逻时，查获一艘非法作业的采砂船。经身份比对，船长竟
是一名潜逃16年的命案逃犯。

当天凌晨2时35分，警方巡逻至沅江常德丹洲乡水域时，
发现一艘采砂船正在偷偷作业，随即登船检查。船长“刘某”神
色慌张，报身份证号码时支支吾吾，民警依法将船上4人传唤
到派出所。

经查，“刘某” 的真实身份为谢某， 现年50岁， 江西人。
2002年6月13日，谢某用钝器将龙某击打致死后外逃，是江西
警方上网通缉的在逃人员。

据谢某交代，当年逃逸后一直在广东沿海一带打工，以跑
船为生。2017年结识桃源籍女子胡某， 两人恋爱后合伙经营
货船。为逃避打击，谢某换名为“刘某”。

目前，武陵警方已通报江西警方，犯罪嫌疑人谢某即将
被押回江西。另3名非法采砂成员，已依法移交水利部门进
行处理。

常宁茶油
记忆乡愁

2018中国（常宁）油茶
旅游文化节6月6日开幕

5月28日，湖南省人民体育场，新建的室内全民健身中心和综合训练馆外立面已基本完工。该体育场是我省首个多功能大型
综合体育场，于2016年初启动第二次改扩建施工，新建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最快有望在年内启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省人民体育场展新姿

常德警方查获非法采砂船
船长竟是命案逃犯

改变我省电网配网设备状态评价模式
国网湖南电力首创动态评价模式

6月迎航空出行淡季
国际机票最低往返500元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翔 谭心湄）今
天，为期两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设计的未来”国际高峰论坛在
湖南工业大学开讲， 数十位国内外设计学界的专家学者基于不同
视角，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如何推动设计艺术与设计教育发
展等进行了探讨。

湖南工业大学是国际包装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包装联合会
包装教育委员会主任单位，也是中国包装技术培训中心之一。这
次国际高峰论坛，开设了设计理论、设计教育、包装设计3个分论
坛， 分别从新时代设计的跨界与整合、 设计教育与人类未来发
展、未来包装设计等方面进行交流与探讨。论坛上，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李砚祖教授作了题为“日常生活与设计的政治学”的主旨
演讲，韩国工业艺术协会会长、成均馆大学教授白金男阐述了韩
国设计教育的历程，台湾包装设计协会理事长袁世文发表了“华
人文化包装与生活美学”的演讲。

国内外专家聚湘
探讨“设计的未来”

殷志远。 通讯员 摄

精准扶贫在三湘
———脱贫攻坚典型宣传

湖南日报5月28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肖惠卿 ）今天，由团省委、
省教育厅、 省经信委等单位举办的
2018年“创青春”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大
赛在长沙落下帷幕。

据悉， 此次大赛分为创业计划
赛、创业实践挑战赛和公益创业赛三
大类别。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38

所本科大专院校积极组织参赛，通过
层层筛选，共有337件具有时代亮点、
真正体现学生创新创业及专业实践
能力的项目作品参与省赛角逐 。最
终，“天河超算上的骨质疏松人工智
能医生” 等30件作品获金奖，“‘滴滴
打车———盛诉无忧’第三方诉讼融资
平台”等60余件作品获银奖，“乡村振

兴战略服务中心———岳阳博洪科技
咨询传播有限公司” 等200余件作品
获铜奖 ，30余个项目实现了成果转
化，签约金额达4800余万。长沙理工
大学团委获得2018年“挑战杯”，中南
大学等10所高校获得“优胜杯”，湖南
文理学院等18所学校获得“优秀组织
奖”。

湖南省“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落幕
签约金额达4800余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