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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叶 马金灿

12月2日，100名来自怀化市会
同县高椅乡雪峰村小学的孩子受到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邀请，走进新湘
博，和国宝文物亲密接触。很多孩子
第一次走出大山，收获这段难忘的历
史人文之旅。

本次“馆长邀大山孩子看湘博”
活动由湖南省博物馆主办，湖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扶贫队、湖南日报社全域
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承办，活动旨在体
现湖南省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践行
社会公益理念，让大山孩子接触到深
厚的历史文化。

欢迎仪式上，湖南省文物局局长
陈远平说：“博物开民智， 馆立为苍
生。湖南省博物馆自诞生始，身负文化
教育使命， 更兼公益为民情怀。‘精准
扶贫’国策孕育于湖南。希望新湘博在
扶贫事业中不懈深耕、立志担当。”

馆长邀请山里娃
“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样，感受

历史的博大精深，一起守护文物的源
远流长，一起传承文脉的千年不朽。”
在欢迎仪式上，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
晓明说。段晓明希望，历史文化传承
的种子，能够撒在孩子们的心间。

近年来，“移动博物馆” 的大厢
车，在湖南大地行驶数万公里，为数
以十万计的孩子带去知识和欢乐，

“中学生实践教育活动”在千百个校园
备受推崇。如今，来自千里之外的大山
孩子，得以走进历史文物的殿堂。

今年10月以来， 湖南省博物馆
开始筹备“馆长邀大山孩子看湘博”

系列活动，通过“我们一起帮山娃”活
动向社会征集了各类书籍2300余
本，文化和文体用品超过1300份，价
值数万元， 全部送达雪峰村小学；还
组织孩子们来到长沙，参观了岳麓书
院、橘子洲头等文化胜地；在博物馆
教室，为孩子们带来寓教于乐的难忘
课堂。

“今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大山孩
子，举办系列社会教育和公益活动。”
段晓明说，帮助贫困山区儿童、发展
社会教育事业，是湖南省博物馆一以
贯之的使命和担当。

千里相约结伙伴
在欢迎仪式上，与雪峰村小学相

距千里的长沙大同古汉城小学发出

邀约，两所学校成功结对。大同古汉
城小学党支部书记陈风华说，一直以
来深受新湘博公益情怀触动，希望能
够将这种爱和奉献的精神传递给孩
子们。长沙的孩子和雪峰山的孩子结
成伙伴，今后互帮互助，学习友爱，共
同进步，是能够影响孩子一生向善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

雪峰村小学校长刘绍爱将一筐
村里新鲜出土的冬笋交到陈风华手
上。这份象征友谊的礼物，带着泥土
的芬芳，弥漫着质朴和香甜。

脱贫攻坚再超越
会同县高椅乡雪峰村属省级深

度贫困村，孩子们学习条件差。
近年来，随着原湖南省文化厅扶

贫队的进驻， 从交通建设到规划改
造，从产业扶持到文化扶贫，雪峰村
面目一新。 该扶贫队负责人介绍，预
计到2018年年底， 全村将正式完成
脱贫， 雪峰村将开启全新的发展之
路。目前，已有81个结对帮扶“亲戚”。

在本次“馆长邀大山孩子看湘
博”的活动中，有省文化和旅游厅结
对帮扶13个家庭的孩子和家长代表
来到了现场。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
向雪峰村孩子代表赠送了精美的彩
色铅笔套盒。在结对帮扶责任人与结
对帮扶家庭见面会上，大家面对面接
触，心与心交流，了解雪峰村结对帮
扶家庭近况， 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
活等情况， 并鼓励孩子们要奋发图
强、志存高远。

� � � � 湖南日报12月 2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天，由中央网信办指导，
湖南省委网信办、湖南省扶贫办、湖
南省文旅厅、湖南日报社主办的“精
准扶贫 乡村振兴”全国网媒湖南行
启程。

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网络媒
体记者将在7天时间里， 深入衡阳
市祁东县，永州市双牌县、宁远县，
株洲市茶陵县，郴州市安仁县的企
业、乡村，近距离感受湖南实施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出现的新
变化。

湖南是“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的首倡之地。5年来， 全省14个贫

困县（市、区）摘帽、551万人脱贫、
3711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降
至3.86%。 在已脱贫摘帽的14个县
（市、区）中，有11个是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 通过文化和旅游
融合推进，使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此次全国网媒湖南行活动，各
网络媒体记者将综合运用文字、图
片、视频和直播等方式，通过网站、
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多种平台，全
方位、多渠道、立体化地宣传报道湖
南脱贫攻坚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
物、事迹，推广湖南精准扶贫成果、
经验和模式，讲述脱贫故事，助力打
赢攻坚战。

� � � �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通讯员
邓崛峰 喻玲 记者 左丹）11月30日，
身患尿毒症却捧出6项专利的“中国
好人”、 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邹勇松
被推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移植监
护区，进入普通病房观察静养。这标
志着邹勇松换肾手术成功。

今年6月9日和10日，《湖南日
报》先后以《生命之花，在病痛中绽
放》《感恩之心，在倾力助人中升华》
为题报道了共产党员、 长沙理工大

学研究生邹勇松身患重病却自强不
息的事迹，并配发了题为《怀抱感恩
而活 秉持奋斗去搏》的本报评论员
文章。 这组报道在社会产生广泛反
响。

在等待肾源的半年时间里，邹勇
松自信乐观，并依托发明的“共享打
印机”组建科创团队，进一步完善项
目的技术参数，优化程序，多次参加
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11月27日下
午，一位因外伤去世的人士捐献了器

官。通过系统匹配，邹勇松符合手术
条件。28日凌晨，邹勇松被推进手术
室。2个小时后，供肾移植入邹勇松体
内。术后4小时，邹勇松的身体情况逐
渐好转。

6月29日，邹勇松获2018年“湖
南好人”称号后，荣登中国好人榜，获
评“敬业奉献”好人。7月12日，教育部
授予邹勇松“全国优秀大学生”荣誉
称号。11月， 邹勇松入围2018年度
“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人物。

“换肾成功，对我来说意味着
重生，意味着新生活。接下来，我会
在学校读博，继续搞科研。”邹勇松
告诉记者，出院后，他还需休养半
年到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他会
多看些书。

“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
全国网媒湖南行启程

深入4市5县讲述脱贫故事 助力打赢攻坚战

� � � � 湖南日报12月 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钱永贵） 为响应世
界卫生组织“8020”计划，帮助更多
缺牙市民在80岁的时候拥有20颗
健康好牙， 全国大型爱牙护牙公益
活动“口福行动”近日在长沙启动，
将在全省征集200名社会监督员为
其免费种牙。

据了解， 只要符合以下条件均
可报名，包括90岁以上老人、省级
以上劳模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者、
失独老人或者贫困人群（需提供证
明）、伤残人士、文化名人、市以上离

退休干部等。 社会监督员可享受免
费种牙、5000元/年公益补贴金及
参与“口福行动”各项公益活动。此
次湖南“口福行动”公益行由好大夫
口腔负责。在本次公益行中，来自德
国的汤姆森博士是德国种植协会认
证的种植医师， 受邀担任“口福行
动” 特邀种植专家现场全程坐诊。
针对“即速得”（“即拔、 即种、即
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中老
年朋友感觉既新奇又陌生，汤姆森
博士现场解答了市民对于种植牙
的各种疑惑。

我省启动
“口福行动”公益行
征集200名社会监督员免费种牙� � � �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吴多拉）近日，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各市州
公安局交警支队曝光了11家交通安
全“高风险企业”，以此加强客运车、
货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等重点车
辆的交通安全监管，督促重点车辆所

属的运输企业切实落实交通安全主
体责任。

被曝光的11家企业是： 湘潭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河西分公司、怀化市
东成道路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桃江县
鸿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湖南鸿欣达
物流有限公司、湖南省特构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衡阳市安泰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绥宁县万佛校车有限公司、常
德市昌盛物流有限公司、娄底市迅雷
危爆器材运输公司、湖南省新源石油
股份有限公司、 冷水江安达运输公
司。 这些企业或因监管不到位发生
交通事故， 或因相关证件被注销后

仍在从事运输，或有违法未处理，或
存在车辆未年检等问题， 有较大安
全隐患。

据悉，目前当地交警均已对这些
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其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 责令立即整改问题、消
除隐患。同时抄（函）告行业主管部
门，进行联合约谈、跟踪督办、暂停运
营，定期复查后，对逾期未落实整改
的企业，将依法追责。

湖南交警曝光11家交通安全“高风险企业”

大山孩子走进新湘博

“中国好人”邹勇松换肾成功

� � � � 湖南日报12月 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朱丽琴 周瑾容
梁辉）11月30日至12月2日，第十二
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在武汉举行。
会上，湖南省人民医院荣获中国医
院质量管理（医疗）卓越奖。基于湖
南省人民医院在医院管理方面取
得的突出成绩，大会特设湖南省人
民医院精细化管理成功案例公开
课专场。

湖南省人民医院作为省政府直
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高度重视医

疗质量安全和文化内涵建设。 该医
院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门诊“五
个当天”（当天看上病、 当天做上检
查、当天拿到报告、当天看完病、当
天住上院），为解决“患者看病难”探
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就诊“一
站式服务”、急诊“五个优先”、会诊
“五个到位”、手术“五个关键”等服
务理念更是遵循了“人道、博爱、奉
献”的办院宗旨，丰富了医院的文化
内涵，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患者满
意度也得到了提升。

湖南省人民医院
荣获医院质量管理卓越奖

12月2日，孩子
和家长们在参观
展览。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