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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通讯员 谢
一帆 记者 易禹琳）昨天下午，由北京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中南出版
传媒集团主办的第二届湘学与现代中
国论坛在京举行。

本次论坛上，大家围绕“湘学的世
界视野———纪念郭嵩焘诞辰二百周

年”主题，从郭嵩焘走向世界的意义以
及如何继承与发扬湖湘文化等方面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欧阳哲生畅谈湖南在近代中国走
向世界历史过程中有着特殊历史地
位。 曾出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可以称
得上“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继郭嵩焘

之后， 曾纪泽成为第二位公使出使英
国。 自那之后，湖南籍的学者在中西方
面的研究非常活跃， 可以看出湖南在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 研究世界的过程
中所作的特殊贡献。 清华大学历史学
系博士后李欣然认为， 当其他人都在
强调中西相异， 郭嵩焘却注意到了中

西相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念群说， 湖南人
总是最快感受到世界的变动。 洋务运
动基本的走向和思路是国富但不一定
民强， 但郭嵩焘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
相当超前的意识， 给今人提供了很好
的参考。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通讯员
朱丹 记者 左丹）今天，由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的全国传媒
职业教育联盟在长沙成立。 来自全国
17个省、市、自治区的29所传媒类高
职学院的代表和文化传媒行业代表
100余人共同见证了联盟的成立。

全国传媒职业教育联盟， 是以资
源整合优化与集约共享为核心， 以培
养适应现代传媒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

人才为纽带，以深化校校合作、校企合
作为着力点， 搭建职业院校与传媒事
业单位、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之间的沟
通平台，进一步加强院校之间、院校与
行业、 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广泛交流与
合作， 合力打造“协同发展、 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现代传媒
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 推动传媒职业
教育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和创新驱动
发展。 联盟下设广播影视、动漫游戏、

出版、传媒管理、艺术设计、影视表演、
传媒技术（含新媒体技术）、新闻采编、
播音与主持、VR等十大类专业产教融
合协作委员会。

据悉，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
院当选为联盟理事长单位， 山东传媒
职业学院、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
8所院校当选为副理事长单位。 当日
还举行了全国传媒职业教育高峰论
坛。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
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元舫）“安障
乡原会子庙村二组唐忠养猪场
净化池项目需要立马整改！整改
过程中要下沉到施工现场督导，
不能借此对施工单位吃拿卡要，
7天内要完成整改。 ”12月初，澧
水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项目初步验收后，安乡县农业局
分管负责人唐纯国，就对该局农
环站朱方明进行了“两同时”谈
话。 7天内，农环站完成了整改，
获得投资方点赞。

今年来， 安乡县以谈心谈
话为抓手， 把党风廉政建设贯
穿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 县农业局将业务工作与廉
政勤政思想教育同安排同部
署，开展“两同时”谈话，既涉及
工作安排又包括纪律要求，既
谈工作方法也谈工作制度，做
到“一把手”与分管领导、分管
领导与股站负责人、 股站负责
人与工作人员每周必谈， 廉政

风险高的岗位工作人员必谈，
有群众反映存在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的必谈， 新录用新提拔的
干部必谈。一年来，仅该局就开
展股级干部任前廉政谈话 17
次、 例行谈话5次、 约谈2次、
“两同时” 谈话283次。 该县还
就涉农经营许可推行“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改革，
办证效率提高50%以上。

谈心谈话，让该县干部职工
既创新干事， 又牢记纪律，“谈”
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据统计，
今年该县农业招商引资超过5亿
元，农业企业达到384家，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4万元，同
比增长8.6%。在安乡投资稻虾项
目的南县客商王正强深有感触：
“安乡对标‘服务零缺位、审批零
延误、园区零收费、建设零干扰、
环境零容忍、问责零盲区’优化
行政环境，农业配套政策非常全
面，明年我的投资规模肯定会超
过4000亩！ ”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通讯员
李奇 记者 段涵敏 ） 记者日前从湖
南省儿童医院获悉 ，2018斐济临床
专业护理海外培训班于当地时间12
月20日，在斐济首都苏瓦正式结业。

该培训班项目由中国商务部主
办，湖南省儿童医院承办。 该项目执
行现场负责人、 湖南省儿童医院党
委副书记程湘晖表示， 斐济护理人
员的知识结构和护理技能较为薄
弱，临床诊疗参与程度不高，亟需系
统的培训和规范。 湖南省儿童医院
有针对性地为其定制了标准化的临
床专业护理管理和基础技能培训策
略，通过为期20天的理论授课、技能
培训、临床指导等活动，将危重症患
儿呼吸道管理、 发热与热性惊厥护
理、 腹泻和脱水等18项理论内容和
新生儿窒息复苏、 儿童心肺复苏及
静脉输液3大技能传授给当地的护
理人员。

据悉， 湖南省儿童医院是中国
唯一的儿科医疗援外培训医疗单
位。 在中国商务部的支持下，该院已
承办68期援外医疗管理和技术培训
班，为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培
训了2000余名学员。 此次培训班是
湖南省儿童医院开办的第5个海外
培训班。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易
禹琳）“北有老树，南有大曾”。 当北方
的“老树画画” 在网络上火起来的时
候，“大曾画话”也在朋友圈广为流传。
今天下午，《大曾画话》（海天出版社出
版）在长沙弘道书店海信店首发。

大曾，本名曾初良，曾多次举办个
人书画展。《大曾画话》是大曾的第一本
诗画集，收录作品100多幅。 大曾的画，
主角是一可爱老头，四季生活，柴米油
盐，寥寥几笔，画面意趣盎然，有童趣、真
趣、生趣和情趣。寥寥几句，风趣幽默。诗

画组合，相得益彰，道尽中年况味。“当年
多少荒唐事，如今都成下酒菜。 老来无
事细细嚼，一个故事一片钙。 ”“偶尔笑
笑人家，也被人家笑笑。 人生不过如此，
何必斤斤计较。 ”“塘中两只鸭，相守过
家家。日子平安度，何必走天涯。”这些话
看上去似世俗的“鸡汤”，却有脱俗的洒
脱。 也许大曾的画与诗，触摸到了现代
人那颗想要在俗世里伸长脖子透透气
的心，现场要签名的读者排起了长队。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陈
薇 ）12月23日，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学杂志社、毛泽东文学院、湖
南省诗歌学会联合举办的“李定新
诗集《风吹过梅山》作品研讨会”在

长沙举行。
李定新，笔名乐冲，益阳安化人，

省作协会员，著有诗集《灵魂的村庄》。
《风吹过梅山》 是作者第二本诗集，得
到了湖南省文艺创作扶持基金会扶

助，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诗
集收录了作品199首。 这些诗作包含
了湘中大梅山地区风情独特而古老神
秘的文化元素， 既融入了作者对古老
文明文化形态的深沉思考， 又呈现了
地域性、 民族性和时代感三者之间碰
撞出的灵异火花。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 华容县插
旗镇插旗村5组申维昌老汉本想
12月23日操办六十花甲寿宴。 12
月20日，插旗镇“好媳妇”候选人
徐中平、李学云、刘米华、易云连
获悉后，不约而同上门劝导，并发
动左邻右舍做他思想工作。 在轮
番政策攻势和“软磨硬泡”下，申
维昌终于答应取消寿宴。 在华容，
今年共成功劝导违规人情宴近2
万场，不能办的宴请基本杜绝。

华容县把“治陋习、树新风”

作为培育乡风文明的抓手来推
进。 2017年4月，成立县委书记
任组长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率
先出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
他不办”政策。 2018年初，县乡
两级共确立“集体婚礼”“鲜花祭
祀”“大学新生集体升学礼”“节
地生态葬” 等新风项目35个，要
求每个乡镇完成2个以上新风项
目，并纳入年终考核。 通过示范
和积累经验， 择优向全县推广。
各乡村创新方式方法，新风项目
既接地气又有活力。

专家在京论湘学的世界视野 谈心谈话
“谈”出良好营商环境

诗集《风吹过梅山》深情守望故乡

全国传媒职业教育联盟在长沙成立“湘字号”儿科
护理技术传道斐济

《大曾画话》找寻现代人
回归心灵的途径 减少宴请近2万场违规办酒基本杜绝

华容：新风吹散“人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