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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好，平移到位！ ”12月28日10时36分，随着施工指挥人员的口
令，具有64年历史的湘江宾馆中栋建筑，经过40多个小时的紧张施
工后，整体成功向北平移35.56米，这是目前国内平移的面积最大
的砖柱独立基础古建筑，也是湖南首个文物整体平移项目。

湘江宾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建于1954年。 红砖清
水墙，琉璃瓦屋面，东西两头高耸出檐，雕梁画栋，檐下设有斗
拱，具有典型的中苏合璧建筑特色。 半个多世纪来，一度是长沙
的标志性建筑，被长沙市人民政府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点”和

“近现代保护建筑”。 宾馆的其他设施已于2016年底拆除。 这次
实施平移的湘江宾馆中栋，建筑面积约3800平方米，总重量约
为5000吨，于12月26日开始进行整体平移。

经专家组对建筑进行多次论证，最终选定了“整体平移”的
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平移工程由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山东建筑大学及湖南大兴加
固改造工程有限公司采用最新的建筑加固、平移技术实施。

“在城市建设开发过程中，对老建筑采用移位保护，既保留
了老建筑的历史风貌，又保证了城市的不断更新。湘江宾馆中栋
建筑进行整体平移，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保留提供了新思路。 ”湖
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说。

湘江宾馆中栋北移35.56米

� � � � 12月28日，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上，具有64年历史的湘江宾馆保护建筑平移项目，在经过40多个小时的紧张施工后，整体保护建筑成功向北平移35.56
米，这是目前国内平移的面积最大的砖柱独立基础古建筑。

� � � � 2015年12月， 湘江宾馆保护建筑。

� � � � 12月28日， 湘江宾馆中栋建筑内， 施工人员在各个点位配合着忙碌。

� � � � 12月27日， 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位移监控点的位移传感器， 全
程自动监控建筑的整体稳定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杨坤 成丹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上千名学
生自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手语操， 几乎
每天都在东安舜德学校运动场上演。

“追寻革命足迹，书写民族华章。 ”冷水滩
区滨江小学五年级近千名学生在陶铸纪念馆
诵读《松树的风格》，了解先辈们的革命历史。

制作精美的党史知识，国学经典宣传牌、
宣传栏随处可见；精心编写的一至九年级9册
红色读本《童心向党》《少年心向党》，图文并
茂，易读易记。 在零陵区长岭学校、中山路小
学、神仙岭小学等学校，红色文化氛围浓郁。

记者近日在永州市零陵、冷水滩、东安、
新田等区县的一些学校采访， 深深地感受到
该市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行“向日
葵工程”,给师生们精神面貌带来的巨大变化。

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再兴介绍，去
年,零陵区中小学创新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教育，推行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常态化、制

度化、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学习党建、党史基本
知识，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青少年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得到学生、家长、社会和媒
体、上级主管部门充分肯定。

永州市委宣传部在零陵区“红色文化进
校园”基础上进行丰富、拓展和提高，形成“童
心向党、经典传承、未来梦想”为主要内容的
“向日葵工程”， 与市教育局联手在全市其他
部分县区学校组织实施。

“宋有周子，悟道月岩。 一洗汉唐之凡陋，
直接孔孟之本源……”在道州濂溪书院，经常
有老师带领学生， 前来聆听国学老师讲述国
学经典。

走进冷水滩区、新田县的很多学校，传统
文化进校园氛围浓厚。 学校板报、校园广播、
学校网站等媒体定时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课
堂教学有机渗透中国传统文化， 课外活动开
展有机融合中国传统文化。

在实施“向日葵工程”过程中，该市坚持

面向全体学生，以学校为主阵地，以课堂为主
渠道，开齐开足科技课程，做到“课程、教师、
教材”三落实，面向每一个学生，把科学精神、
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的教育贯彻于
科技教育全课程，引领学生走向美好未来。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张京华教授认
为，推行“向日葵工程”，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
动， 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手
段，能很好地引导学生读圣贤书，做有德人，
走成功路。

冷水滩区珊瑚学校六年级学生李雨灵的
妈妈说，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孩子
改掉了很多坏习惯，现在懂礼貌多了，一回家
不仅主动学习，还主动帮助做家务。

12月25日， 永州市召开全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暨“向日葵工程”现场推进会。 该市
决定在全市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 全面实施
“向日葵工程”。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这
一改革创新之花将在九嶷山下、 潇湘河畔遍
地开花。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通讯员 周闯
记者 胡宇芬）记者今天从省知识产权局获
悉，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专利
奖颁奖大会上，湖南共有27项专利获奖，其
中获中国专利银奖2项、 中国专利优秀奖
25项。

获得银奖的2个项目，分别是中车株洲
电机有限公司的“一种永磁电机” 发明专
利、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一
种轨道车辆防倒溜控制系统及其方法”发
明专利。 此外，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
“多轴车辆电液伺服转向系统、转向控制方
法和多轴车辆” 等25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
优秀奖。 所有获奖项目除3项来自高校外，
其他均来自企业， 涉及领域主要为工程机
械、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据悉，“一种永磁电机” 发明专利创新

地提出一种永磁体固定的新结构， 成功解
决了表贴式直驱永磁发电机的永磁体跳转
故障难题 。 该专利产品已批量应用于
1.5MW、2.0MW、2.5MW、6MW等4类直驱
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累计产值近120亿
元，税收近4亿元，降低了风电成本，为国家
节能减排贡献力量， 提升了我国在风电领
域的国际竞争力。“一种轨道车辆防倒溜控
制系统及其方法” 发明专利运用新的控制
算法， 在轨道车辆处于停放和运行工况的
情况下， 均可精确进行列车速度计算和牵
引及制动转矩调节， 实现轨道车辆的自动
防倒溜控制， 有效避免车辆作业时人为操
作失误造成的溜车风险。目前，该专利技术
已成功批量应用于高速动车组、干线机车、
城际动车组和城轨地铁等轨道交通领域，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通讯员 任彬彬
记者 胡宇芬）今天下午，2018年度湖南省重
大科技项目投融资路演会在长沙高新区科
技金融大厦举行。 华诚生物、联智桥隧、金鑫
新材料、数魔网络科技等7家企业参加路演，
获得现场投资机构意向投资额11.52亿元。

据介绍，今年5月以来，省科技厅紧紧
围绕省委、省政府“产业项目建设年”的主
题，开展了系列公益性投融资服务活动。活
动采取“调研、培训、辅导、路演、对接”全链

条投融资服务方式，突出了“投贷联动”，统
筹解决企业股权债权融资需求。 前期活动
已促成6家银行与12家企业达成贷款（授
信）意向7.18亿元，并支持带动长沙、常德、
株洲、湘江新区等地举办45场技术转移、融
资路演活动， 帮助企业获取股权投资近35
亿元，初步实现了“创融互通”。

路演会上，中国银行、长沙银行等6家
金融机构向企业集中推广了“投贷跟”“认
股选择权”等复合型科技金融产品。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李黎明）今天下午，湖南省第五届校园文
化论坛暨全省高校校歌系列主题活动颁奖典
礼在长沙举行。 8所高校获得一等奖，分别是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理工学院、 长沙师范学
院、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4所高校获
得校歌演绎一等奖；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
大学、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安

全技术职业学院等4所高校获得校歌故事征
文一等奖。

校歌系列主题活动分为校歌故事征
文、 校歌演绎和校园文化论坛暨颁奖典礼
三个系列活动，覆盖全省所有高校，本次活
动以“校歌与校园文化建设”为主题，以“文
以载道，歌以咏志”为主线，倡导全省师生
唱响学校之歌， 展现新时代奋发向上的校

园新风貌和深厚的校园文化底蕴。活动自5
月份启动以来，各高校踊跃参与，经专家评
审， 共有42篇校歌故事征文和25个校歌演
绎作品获奖， 推出了一批具有新时代精神
和体现青年学生朝气蓬勃精神面貌的优秀
校歌。

文化论坛由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
任、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国祚作
主旨演讲，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
南理工学院、 湖南铁路科技职院等高校分别
作主旨发言。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
育工委、省教育厅、团省委主办。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余蓉）“省
教育厅组织的培训讲师团队送培到校活动，
让许多偏远地区的职中有了一个长期稳定
的‘顾问’。”12月27日，在洞庭湖中央“岛屿职
中 ”———沅江职业中专的教室里，湖南外贸
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肖频告诉记者。

据了解，针对我省偏远地区师资力量
薄弱、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等落后的职教现
状，省教育厅组织的培训讲师团队通过多

种方式，指导落后地区职业学校开发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标准、建立完善
的教学管理制度、 搭建校本教学资源库
等，促进了这些学校的职教发展。

作为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培训讲师团
队的组建者， 肖频已经连续5年参与到此
项活动中。 他对接的两所怀化职业学校，
组织立项了省级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日
前项目已获验收通过。

红色基因植童心
———永州在中小学全面推行“向日葵工程” 侧记

校歌天天唱 精神代代传

全省高校校歌系列主题活动颁奖

� � � � 12月27日， 施工人员在双行走轨道下观察实心钢滚轴和液压千
斤顶的推进情况。

我省27项专利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

2018年度湖南省重大科技项目
投融资路演会举行

7家企业获得意向投资额11.52亿元

偏远中职学校有了办学“顾问”

具有64年历史的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通讯员 余佳
桂 曾玲 记者 胡宇芬 ） 建设健康湖南，呼
唤医卫界的大联合。 今天下午，健康湖南大
医学学会联合体在长沙成立。 22家学会、4
家高校科协和1家企业首批加入联合体。 省

康复医学会会长戴爱国当选为联合体第一
届轮值主席。

鼓励学科相近、 联系密切的学会成立学
会联合体， 推动面向大学科领域或全产业链
的学会集群发展，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

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中的重要举
措。 此次成立健康湖南大医学学会联合体，为
加强我省医学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将有利
于促进我省医药卫生学会和高等院校、 科研
机构等在战略层面的有效沟通， 有利于提高
我省医药卫生事业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水平、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对加快健康湖南建
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健康湖南大医学学会联合体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