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记协发布

2017年中国
新闻事业发展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6月19日在官
网发布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7
年）》。 这是中国记协连续第四次发布关于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总体情况的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
新闻事业蓬勃发展。 中国记协会同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
门联合编写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
（2017年）》，从“新闻从业环境”“媒体转型
与融合发展”“权益保护、 职业道德建设和
新闻评奖”“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全面反
映中国新闻事业的新情况新发展。

报告介绍，截至2017年底，共有231564
人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放的具有采
访资质的新闻记者证， 其中报纸记者84761
人，期刊记者6324人，通讯社记者2849人，电
台、电视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136224人，
新闻网站记者1406人。中国记协作为中国新
闻界的全国性人民团体， 加大维护新闻工作
者合法权益的力度， 加强新闻作品版权保护
工作，支持新闻媒体记者依法行使采访权，扩
大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覆盖面和影响力。推
动媒体强化社会责任意识， 新闻职业道德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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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恬波，1898年生于广东省惠阳县。17岁考入广
州市妇孺产科学校。1919年在广东参加五四运动。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女党员。

1925年冬，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何香凝、邓颖
超等人发起组织“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培训
北伐救护人员，高恬波亲自到该所讲授包扎技术。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高恬波担任北伐
军妇女救护队队长，带领女救护队员，随军北伐，辗
转湘、鄂、赣三省之间。

大革命失败后， 高恬波按照党的要求转移到农
村坚持革命。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她回到广
州，组织领导妇女救护伤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她被党派到江西省委，除做妇
女工作外，还兼任秘密交通、会计、庶务等工作，来往
于南昌、赣州等地。

1929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高恬波不幸被反动
派逮捕。反动军阀张辉瓒对她威逼利诱，逼她投降，
说出党的秘密。但无论是花言巧语，还是严刑拷打，
高恬波始终横眉冷对、坚贞不屈。敌人最后问她：“难
道你就不怕死吗？”她大义凛然地回答：“到了你们手
里，就没想要活着出去！”。同月，这位铁骨铮铮的共
产党员，英勇就义，牺牲时31岁。

（据新华社广州6月19日电）

校企融合

湖南体院
打造“新引擎馆长班”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周倜 苏原平）湖南
体育职业学院今天下午与湖南壹比壹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签署协议，从2018年起由校企双方共同打造“新
引擎馆长班”，针对入学新生打造全方位专业技能实
训平台。

“新引擎馆长班”是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开展“产
教融合”模式的新举措。自愿进入“新引擎馆长班”就
读的学生， 将获得由企业提供的3000元定向帮扶
金。“新引擎馆长班”将设跆拳道技术、体育运营管理
两个培养方向， 企业将安排高水平教师承担专业技
能课程教学， 并提供岗位让学生在周末与寒暑假通
过企业实训强化专业技能， 提前感受职场氛围。此
外， 学生毕业后若入职湖南壹比壹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工作满3年将由公司一次性支付学生在校期间的
全部学费，每人约15000元。

此次“新引擎馆长班”的发起人王亮华是湖南体
育职业学院2005届毕业生，毕业后从基层教练干起
的他成立湖南壹比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在全
国拥有40多家青少年综合素质养成综合性艺体馆
（店），每年解决就业岗位400多个，其中不乏自己的
学弟学妹。在他看来，此次回馈母校，能帮助学校更
好地实现“学校育人，企业用人”的无缝连接，也能壮
大体育职业后备人才的储备。

� � � �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继近日推出
针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征税清单之
后， 美国政府又变本加厉， 威胁将制定
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国际舆论纷纷批评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 指责美国挑起贸易
战，违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贸易秩序。

美国底特律中华商会顾问汤姆·沃特
金斯表示，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既不
幸也不必要，两国发生贸易战将没有赢家。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主席丹尼斯·斯
莱特说：“我代表130万设备制造业工人，
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实施破坏经济的关税政
策。”加征关税是对美国消费者征税，这将
使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美国大豆协会数据显示， 美国每年大
豆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出口中国， 价值
140亿美元。 美国农业协会在社交媒体上
连续发帖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决定：“现在是
进行贸易的时刻， 而不是增收关税的时
刻。”“中国是有价值的贸易伙伴，是（美国）
大豆种植者的依靠。”

美国挑起贸易战的举动也给世界其他经

济体带来风险。英国天空新闻网站报道称，美
国政府的决定同时将加剧美国与包括欧盟在
内的许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

英国《卫报》援引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
究结果报道说， 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不确
定性和风险的增加将影响商业信心和投
资，特别是跨境投资。美方的做法将使中美
两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日本共同社发表文章指出， 美国此举
给世界贸易蒙上一层阴影， 日本企业也难
以独善其身， 因为日企中国分公司对美国
出口的部分产品也在制裁清单之列。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美国的关税
举措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不安定因素。日
本《产经新闻》指出，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贸
易保护措施遭到盟友强烈反对。 美国强硬
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是搅乱世界贸易秩
序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生意人报》发表评论说，特朗
普政府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是
出尔反尔、不负责任的表现。美国的举动开
启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阀门， 不利于全球贸

易自由化的发展。
孟加拉国前驻华大使、 孟加拉国国际

战略研究院主席法伊兹表示， 美国如今已
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公平贸易的破坏者，美
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对全球贸易
秩序的破坏。

古巴拉美通讯社报道说， 美国抛出对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将“造成世界两大
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关系的严重升级”。古
巴辩论网站报道称， 美国此举是新的威胁
全球贸易的单方面行动。

对于美国强势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将对
其他国家产生的危害， 印度理工学院经济
学教授乌帕特亚伊说， 受影响的国家不应
坐视不管， 而应该立场坚定地面对并采取
相应措施。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19日表示，美方置双方已经形成的
共识于不顾，再度挑起贸易战，其做法已失
信于世人，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益，
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 中方奉劝美方回归
理性，停止损人不利己的言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
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 指责中方在经贸问
题上的政策，称美方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已表明中
方在经贸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必须指出，美
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 对中方进行无端指
责， 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身的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做法。近日，美方置双方已经形成
的共识于不顾， 反复无常， 再度挑起贸易
战，其做法已失信于世人，伤害中美两国人
民和企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

耿爽表示，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
怕打贸易战， 将继续采取有效举措坚决捍
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坚决捍卫经济全
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同时，无论外界环境
如何变化，中方都将按照既定节奏，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我们奉劝美方回归理性，停止损人不
利己的言行，这才是出路所在。”耿爽说。

美国变本加厉，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

国际舆论批评美国破坏世界贸易秩序
中方：奉劝美方回归理性，停止损人不利己的言行

广东首位女共产党员
———高恬波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王磊 童菲

当音乐与医学相结合，会产生怎样奇妙的
反应？6月12日上午， 湖南省肿瘤医院门诊大
厅音乐声悠扬婉转，宛如清风徐徐拂过心头，
引人陶醉。陶笛、古筝、茶艺、古典舞、黄梅戏
曲……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国风节目，让现场
气氛十分热烈。

这是湖南省肿瘤医院举办的第20场“心灵
音乐会”。 表演者都是来自该医院各科临床医
护人员、湘雅医学院医学生以及心灵音乐坊志
愿者。这也是该院全面打造“音乐治疗”这一特
色名片的缩影。2013年，湖南省肿瘤医院将“音
乐治疗”于国内首次应用于肿瘤患者的心灵关
怀服务、 心理治疗等临床应用及科研项目中，
历时5年多的发展，这剂特殊“处方”取得了不
错的“疗效”，其模式也吸引许多医院借鉴、学
习。

多措并举“开处方”
填补国内医学领域空白

“音乐治疗”集音乐学、心理学、医学、教育
学等多种学科为一体，通过生理和心理相结合
来治疗疾病。上世纪末传入中国，目前尚属起
步阶段。

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心灵关怀项

目负责人刘晓红介绍，该医院在2013年正式引
入“音乐治疗”，填补了国内“音乐治疗”在临床
心灵关怀及肿瘤心理领域应用的空白。在这张
白纸上，湖南省肿瘤医院多措并举，不断书写
着“音乐治疗”发展的新篇章。2014年夏末，医
院全国首创“心灵音乐会”。4年来， 在门诊大
厅、钢琴馆、学术会议厅、病房……“心灵音乐
会”已举办20场，为数千名患者送上“音乐处
方”。2017年底，该医院设立心灵音乐坊，成为
湖南省首家在门诊大厅放置钢琴的医院，通过
在社会招募志愿者，定期为患者演奏乐器。

该医院还定期在病房中举办音乐团体活
动，对于有需要的临床患者，免费提供“音乐治
疗”定制服务。相关专家还在湘雅医学院进行
心灵关怀选修课的教学，促进学科发展。

刘晓红说：“相比其他心理治疗，音乐有着
与心灵更直接沟通的优势，不需要太多的分析
解说，就能将患者情绪带入其中，是一座与患
者建立信任关系的桥梁。在改善患者及家属负
面情绪、睡眠以及提高生活希望、生活质量等
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爱心传递促疗效
助推“音乐治疗”成为常态
为促进“音乐治疗”的常态化发展和改善

患者就诊环境，2017年12月26日，心灵音乐坊

在国家一级作曲家龙伟华的演奏声中宣布成
立。心灵音乐坊成立至今，已举办30多期活动，
吸引20多名志愿者加入， 包括临床医护人员、
医学生、社会爱心人士等。

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的黄仕雄，从
第一场“心灵音乐会”起，4年来以志愿者的身
份为患者演奏箫曲。 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湖
南省肿瘤医院的研究生金一、王芳、柳泽洋等，
自心灵音乐坊启动以来， 演奏了多种钢琴曲
目。灵活的双手既能掌握手术刀，也能在琴键
上尽情“舞蹈”。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长沙古琴艺术非遗传
承人王颖演奏的古琴曲《离骚》、该医院曾帆演
奏的古琴曲《阳关三叠》、临床医护人员和医学
生共同完成的古装走秀，都让人醉心于传统文
化之美。

来自宁乡的患者张先生感慨地说：“去年
底， 我被诊断为肺癌。 这是第二次来化疗。以
前，觉得医院有点冷冰冰的。心灵音乐坊让我
感到很温暖。”

刘晓红透露，心灵音乐坊除了每周的定期
演奏，今年底还将举办大型“心灵音乐会”，下
半年在职工减压团体活动中也会有“音乐治
疗”。目前，在我国，“音乐治疗”从学科建设、学
术研究、 临床应用等方面都还处在初级阶段。
她期待更多爱心人士参与。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志富 周仁） 辖区没有高校，兵
员征集的主体是在校高中生，如何确保宣
传发动效果？南县人武部部长徐建新日前
向记者介绍，他们今年的征兵宣传活动实
施精准宣传，进学校与学生面对面宣传发
动，点对点跟踪对接，参军报名人数比去
年同期增加近一倍。

为了扩大征兵宣传效果，南县人武部
采取进班级讲一堂“先入伍再入学”的动
员课，解答征兵政策和优待政策；开辟投
身军旅绽放青春班级宣传角，与学校师生
共同组织一场“投身军旅，绽放青春”的主
题班会，与每名学生进行一次参军入伍谈
话，组织一场参军入伍利国利家利成才的

学生大会，进行针对性的主题宣传发动。
记者在南县第一中学看到，24个高中

毕业班教室都张贴有征兵宣传专栏。 每到
一个班级， 人武部工作人员都对应征入伍
基本要求、程序和优待政策进行宣讲，让同
学们对征兵的相关事项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立达中学高三年级，人武部工作人
员通过联系实际， 分别就当前的国际形
势、大学生应征入伍的好处、应征入伍条
件标准以及能享有的优惠政策等内容向
同学们做了详细讲解，并就同学们提出的
参军入伍、军营生活、升学就业等具体问
题进行了耐心解答，旨在让学生们牢固树
立国防意识， 鼓励学生们树立起投笔从
戎、报效祖国的成才之志。

通讯员 屈晓军 记者 左丹

“邹队长，这100元汽油费你一定得
收下。”

6月11日一大早，在怀化市辰溪县罗
子山瑶族乡玉溪村村委会办公楼，村民舒
象立抓着长沙师范学院驻玉溪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邹勇的手，往他兜里塞钱……这
位老人为什么要塞钱给邹勇？这得从上个
月的“生死救援”说起。

5月24日晚11时，舒象立起床上厕所
时不小心踩到了一条蛇（后来知道是当地
的毒蛇烙铁头）， 蛇在他腿上深深咬了一
口。舒象立感到刺痛，接着头晕、视力模
糊。他告诉老伴米大姐被蛇咬了，必须马
上去医院。

玉溪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
医院。最近的医院在黄溪口镇，有12公里
远；到辰溪县城医院有85公里，山路崎岖，
白天出行不易，深夜更不便。

人命关天！万分焦急之时，米大姐突
然想起， 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同志家访时，

曾留下了一张名片， 上面有联系电话。米
大姐拨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邹勇。邹
勇来不及换下睡衣， 与副队长刘冲一道，
以最快的速度开车赶到舒象立家，将老人
扶上车，马不停蹄赶往黄溪口。

在黄溪口镇医院，医生检查伤势后直
摇头说：“情况太严重了，我们医院不具备
治疗条件， 必须赶紧送到辰溪县城的医
院。”邹勇、刘冲赶紧架起老人，开车赶赴
县城，2个小时后， 到达辰溪县人民医院，
已是第二天凌晨1时30分。

“这是烙铁头咬的。这种蛇的毒性非
常强。再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接诊医
生说。此时，蛇的毒性使舒象立视力完全
丧失，听力也严重下降，头晕头痛等症状
加剧。该医院马上进行了紧急治疗。

因出发匆忙， 舒象立没有带现金，邹
勇为他垫付了2000元的医药费。邹勇、刘
冲轮流观察病情， 陪护了舒象立整整一
夜。天刚亮，还穿着睡衣的两人，又忙着为
舒象立买早餐……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舒象立出院了。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韩晓玥）又是一年毕业季。今天，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2018届毕业生在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
收到了一份学校赠予的独特礼物：即终身免费
使用学校的数字图书馆。

今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有毕业生6657
人。据该校校长廖小平介绍，每年送别自己的
学生， 就像送别刚刚成人将要远行打拼的儿

女，既深感自豪又依依难舍！去年毕业典礼上，
学校送给2017届同学以下3样礼物：新校徽、授
学位和中南林科大“求是求新树木树人”的校
训精神。从2017届起，这3样礼物将送给走出
中南林科大校门的每一届毕业生。学校还想每
年送给每一届毕业生新礼物。今年送给2018年
毕业生的新礼物是：终身免费的母校“数字图
书馆”，也就是一份精美的阅读证书，只要毕业

生在阅读证书的二维码上扫一扫，就能终身免
费使用学校的数字图书馆。

这份毕业礼物在毕业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校期间阅读了407本图书的2018届毕业生
尹志鹏同学， 拿到阅读证书既兴奋又自豪地
说：“这份证书证明了我大学4年没有荒废，证
明了我确实度过了一段精彩而充实的时光，这
是最温暖的毕业礼物，值得我们一生珍藏！”

科教前沿 湖南省肿瘤医院填补国内医学空白

5年打造“音乐治疗”特色名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赠礼毕业生

终身免费使用母校“数字图书馆”

面对面宣传 点对点对接

南县人武部征兵宣传进学校

� � � �长沙师范学院驻玉溪村帮扶工作队正副队长，深夜
救护被毒蛇咬伤的老乡———

山高夜黑 生死救援

美国防部：

暂停8月美韩联合军演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8日电 （记者
刘晨 朱东阳）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8日
宣布，按照总统特朗普此前的承诺，美军
已暂停有关在8月与韩国举行联合军演
的计划。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在当天发布
的一份声明中说，美韩将暂停原定于8月

举行的代号为“乙支自由卫士”的年度联
合军演。

怀特表示， 今后美韩是否继续举行
其他军演仍有待决定。怀特说，美防长马
蒂斯、 国务卿蓬佩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五角
大楼举行会议商讨此事。

韩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9日确认韩美
暂停原计划在8月举行的联合军演。韩国
国防部在发送给媒体记者的短信中说，
在紧密协商之后， 韩美决定暂停军演的
所有筹划活动， 并将就其他事宜继续磋
商。韩国国防部表示，双方目前对是否举
行其他联合演习尚未做出决定。

� � � � 这张由韩国国防部提供的
资料照片显示的是，2017年9月
18日， 美韩军机在联合军演中
飞过朝鲜半岛上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