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熊远帆 实习生
唐卓婧）日前，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经开区幼儿园
签约仪式在长沙经开区举行，又一所高品质幼儿
园在园区落地将弥补园区学前教育不足。

企业员工子弟“入园”不便，导致企业引才
难、留才难，是很多开发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目
前，长沙经开区已有玮希国际学校等中小学教育
配套，但学前教育仍有不足。长沙经开区以“千人
帮千企百日大行动”为契机，优化营商环境，为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 园区通过多方考察，引进了我
省最具影响力的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品牌，
结合国内外先进幼儿园设计和办学理念，建设一
所高品质、高标准的优质幼儿园，实现园区幼有
所教。

据了解，新幼儿园占地面积约27亩，总投资
1.48亿元。 办园规模为18个班，预计于2020年春
季试开园运营，2020年秋季正式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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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 12月 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
“以前， 我的孩子痴迷于上网打游戏， 自从学
校组织他们参加了‘少年硅谷’ 创客教育科
技实践课堂之后， 他的思维变得活跃了， 还
亲手制作了猴子机器人！” 12月3日， 郴州市
北湖区人民路街道的李女士， 谈起孩子变化
如是说。

孩子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如
何把他们从沉湎网游引导到对创新科学技术
的兴趣上来， 今年， 在中国关工委和中国下
一代教育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 郴州市关工
委共投入资金400余万元， 为全市首批31所
中小学建设了“少年硅谷” 创客教室， 配备
了3D打印机、 逻辑编程机器人、 手工作坊设
备等设施；组织编写了《3D打印课程》《创新与

创造》《机器人初探》等校本课程。 依据校本课
程， 组织“五老” 和学校学科教师为创客导
师团队， 在项目学校都成立了学生创客教育
社团， 每周开展2-3次教学活动， 每个学期
举办一次创客比赛。 通过加强创客教育， 青
少年树立了人人都能成为发明家的认识， 激
发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热爱。

12月3日， 郴州市三完小三年级的创客
实践课堂上， 孟娇同学就将她设计并利用3D
打印机制作的卡通钥匙扣， 高兴地在同学们
面前展示。 据统计， 近一年来， 全市共有6万
余名青少年参加了“少年硅谷” 创客教育科
技实践课堂学习， 729名青少年戒除了网瘾，
321名青少年在全国和省市组织的创客比赛
中夺得了名次。

郴州31所学校有了“少年硅谷”创客教室
6万多名青少年争当小创客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林英）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也是谭嗣同
等“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120周年。 联合利国文
交所近日透露，谭嗣同大尺幅结婚对联（以下简
称“婚联”）将亮相2018荣宝斋（桂林）长沙秋拍。

谭嗣同（1865年-1898年），湖南浏阳人。
从小博学多才，爱好书法。 其最著名的书法作
品是《绝命词》及在狱中写的《狱中题壁》。谭嗣
同一生短暂，存世的书法作品不多，真迹更是
寥寥无几。 其为他人书写的大尺幅婚联更是
难得一见。

将在本次秋拍中亮相的谭嗣同婚联尺寸
为161×35×2cm， 内容为“吉日小春鸾翔凤
翥，德门佳耦璧合珠联”，喜庆祥和之意溢于

言表。 这幅婚联是卫克强托谭嗣同书写，献给
耀三先生之子莲生的新婚嘉礼。 因此，谭嗣同
特意将下联落款人的位置留给卫克强，款识为
“卫克强率子不群、不磷，孙定一、定甲敬贺”；
他本人落款于上联，款识为“耀三先生哲嗣莲
生二世兄嘉礼”“乙未二月谭嗣同敬书”， 并有
钤印“谭嗣同印”“检园精刻”。

从内容来看，对落款的讲究，反映了谭嗣
同为人处世的分寸感。“乙未年”对谭嗣同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结识了康有为、
梁启超，开始苦思精研救国大计。

从字体来看，谭嗣同的书体刚正，浑厚朴
实，行云流水，飘逸纵横，转折处可见刚劲有力
之势，透露出坚毅而笃定的文人风骨。

�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维夏） 为加强基层医疗机构
医疗技术与人才培养发展， 提升基层
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 我省基
层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班12月1日
在桃江县人民医院举行， 来自桃江县
15个乡镇共400余名乡村医生接受为
期两天的免费培训。

据了解，《湖南农村常用卫生适宜技
术推广与应用》由省卫健委推荐、省科
技厅立项、省人民医院承担实施的惠民
专项，也是我省唯一专门以提高乡村医
生能力为目标，研发、集成、推广适宜技
术的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重大专项。 通过
几年的实施，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
果，建立了5个示范县，完成了12万人口
的常见疾病谱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数据

统计分析。 尤其是集成研究产生的100
项乡村医生适宜技术与10项乡镇、社
区、村卫生室常见疾病诊疗规范，以此编
写出版了《乡村医生百项适宜技术指导
手册》《常见慢性疾病基层医生诊疗指导
手册》等4本适宜技术培训教材，共免费
印刷24.8万册发放给村医和社区医生，
并录制了适宜技术防治的教学视频，免
费提供给全省村医使用。

此次培训班上， 启动了全省基层医
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同质化提升工
程， 该工程将以提升医疗机构基本医疗
服务同质化为目标，不断夯实乡镇看“小
病”、强化乡镇转“大病”、落实乡镇管“慢
病”，加快建立以县医院为龙头、乡镇卫
生院为枢纽、 村卫生室为基础的新型农
村三级医疗服务网。

谭嗣同大尺幅婚联
将亮相2018荣宝斋（桂林）长沙秋拍

多项举措为村医“加油”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通讯员 周闯
李丽莎 记者 胡宇芬 ）今天，湖南省知识
产权（长沙）综合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知识
产权综合服务培训在长沙高新区举行。 至
此， 湖南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分中心已实
现省内8个国家级高新区全覆盖。 此举是完
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体系， 促进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下沉的重大举措。

为破解基层知识产权服务力量匮乏与创
新主体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强烈的矛盾，
推进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供需见面、 知识产权

与市场无缝连接， 2018年， 省知识产权局
启动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该计划拟
通过3年时间， 建设1个省级综合服务平台、
设立8个基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分中心、 完
善覆盖全省14个市州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
系， 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下沉到全省国家级
高新区和部分省级重点园区， 构建线上线
下、 资源整合、 门类齐全、 服务规范、 互联
互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络， 实现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便利化。

年初， 省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合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长沙代办处、 省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在调研摸底、 项目论
证、 人员选拔和岗位培训的基础上， 充分
发挥省、 市、 园区三方优势， 分别与8个
市科技 （知识产权） 局和高新区签署合作
协议。 根据协议， 分别设立了立足园区、
辐射全市的集代办、 信息、 维权服务“三
合一” 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分中心， 为企
业提供专利申请、 优先审查、 维权援助、
专利信息分析运用和情报检索分析等系列
知识产权服务。

湖南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下沉
综合服务分中心覆盖国家级高新区

高品质幼儿园落地为园区解难

� � � � 湖南日报12月 5日讯 （记者 余蓉 ）
“创新校企合作制度 ， 优化发展环境”
“对接优势特色产业， 优化布局结构 ”
……湖南创新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 获得
了亚洲多国代表的点赞。 4日至5日， 由湖
南省教育厅、 亚洲开发银行、 北京大学联
合主办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分享合
作平台———校企合作研讨会” 在长沙召
开， 来自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孟加拉、 印尼

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
据悉， 亚行湖南职教项目于2013年3

月通过国家发改委立项， 2013年6月通过
亚行董事会批准并于同年11月正式生效。
总投资约1亿美元， 其中利用亚行贷款
5000万美元， 自筹约5000万美元。 这是
亚行在中国资助的第一个职教项目， 也是
我省教育领域首次使用亚行贷款。 项目建
设覆盖湖南工业职院、 长沙民政职院等13

个高、 中职院校， 新建教学楼、 图书馆、
实训楼等5个单体工程， 升级更新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等。

会议期间， 与会代表先后考察湖南机
电职院智造创客教育项目、 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项目。 他们走进长沙民政职院永爱模
拟养老院和健康养老创新研发中心， 参观
了解长沙职教基地及长沙商贸旅游职院湘
菜学院、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项目。

湖南职教经验获亚洲多国代表点赞
亚行湖南职教示范项目总投资约1亿美元

乡村美
旅游热
12月5日，宁远县

湾井镇下灌社区风景
秀美， 干净整洁。 近
年，该社区抓住“全域
景区、全域旅游”这个
方向， 打造乡村旅游
休闲度假区和4A级
景区。 傅聪 刘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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