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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羊漾 杨庆怀

为迎接第24个世界读书日，4月21日，湖
南图书馆推出“2019，一起读书吧”系列活动。
在开幕式上， 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暨信
用网借服务平台正式启动。今年，该馆将互联
网思维与传统借阅手段深度融合。手指点点，
体验更加丰富、便捷的借阅新生活吧！

借阅量增长， 线下活动添彩
阅读生活

“2018年，湖南图书馆持证读者超过28万
人，与新中国同龄的读者有498人，总持证人
数比2017年增长5%。 图书文献借阅量达到
197.5万册次，比2017年增长2%。数字资源访
问量达到2283.1万次。”在开幕式上，湖南图书
馆副馆长邹序明发布了《湖南图书馆2018年
度阅读报告》。

文学类图书依然最受欢迎， 以81万册次
的借阅量继续高居榜首， 其次是历史地理类

和艺术类图书，红色书籍借阅量达3.4万册次。
最受欢迎的图书前3名分别是《中外艺术精
粹·旅游》《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舒克和
贝塔历险记》。

为了让读者的阅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湖南图书馆准备了一系列线下活动。“祖国在
我心中———百城共荐共读活动”启动，湖南图
书馆将携手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在1年时间
内， 陆续向全社会推荐分享多部新中国成立
后的优秀视听作品。中国图书馆学会、湖南省
图书馆学会组织了5场大型活动，湖南图书馆
准备了28场活动，与读者互动。“湘图汉语角”
正式开放，在长沙的外国友人可以免费参加。

用微信， 免费获取海量视听
资源

“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是国内首个
图书馆综合数字阅读微信平台。

无需另外下载手机软件，手指点点，关注
“湖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或在微信内搜索

“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 就可以免费获
取近10万本正版电子书、 超过30万小时有声
书和视频、1000多种电子期刊和湘图自建数
字库等数字资源。

平台将通过大数据分析， 为读者推荐阅
读、定制书单。同时，开展打卡分享、阅读积
分、积分换礼、创建读书会等服务，让你的阅
读更有趣。

凭信用，足不出户借书到家
免押金、免办卡，手指点点，图书到家。湖

南图书馆联合芝麻信用， 将该馆丰富的馆藏
图书资源送到读者手中。

办理了湖南图书馆借阅证的读者， 可以
通过“湖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或者支付宝生
活服务号，登录“网上书房”，线上借还图书。

未办理借阅证但芝麻信用分达到600分
以上的读者， 可通过支付宝平台生成免押金
的网络信用借书证，完成借阅手续。

足不出户， 图书通过快递送到家， 还回
馆。

海量数字视听资源，微信免费获取；网上借书，快递到家———

手指点点，体验湘图借阅新生活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余蓉）近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
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
效益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
优先保障教师队伍建设的内容备受关注。

《方案》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
障， 鼓励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事业。要
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核定
绩效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工
资收入水平，实现与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
同步调整，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方案》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严格落实乡村教师享受乡镇工作补
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贫困地区农村基
层教育人才津贴等政策，加强教师周转房
建设，提高乡村教师工作生活保障水平，引
导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

各地要加大督查力度，省直有关部门要
及时调度各地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
政策等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抓好整改
问责。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依纪依规严
肃处理。有违法行为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确保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张妍娜）“今后，我们也可以像普通
人一样， 轻松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4月
22日，63岁的盲人朋友刘思纯一边操作着
一台网络听书机，一边向记者说道。当天，
全省首家盲人数字图书馆在湘潭开馆，吸
引了众多视障人士现场参与体验。

盲人数字图书馆以智能听书机、 盲文
电脑、盲文电子显示器作为推广渠道，向读
者推广更加便捷高效的数字阅读方式，以
期保障盲人群体基本文化权益， 提升盲人
群体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感。目前，湘潭
市盲人数字图书馆共拥有6台盲人阅览计
算机、500台网络听书机， 以及286册盲文
图书供市民免费使用。

当天，湘潭市还向岳塘区、雨湖区、湘
潭县、 韶山市公共图书馆赠送了数台数字
阅读设备。“我们在家门口就能获取世界各
地的信息， 数字阅读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
解多彩世界的新窗口。”盲人朋友陈庆国高
兴地告诉记者。

目前， 湘潭市共有9980名持证视力
残疾人。他们虽然有视力障碍，但仍然有
着与正常人一样的阅读学习需求。“保障
残疾人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 是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将不
断满足残疾人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让更多残疾人朋友共享‘阅读之
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湘潭市残联负
责人说。

让视障朋友共享“阅读之美”
全省首家盲人数字图书馆在湘潭开馆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谢漾漾）“书写新时代”中南出版
传媒集团原创·精品新书发布会日前在长
沙举行， 现场发布了百种近期出版的原创
精品新书。

现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发布了2019
年出版的100种原创精品新书， 包括主题
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普生活、少年
儿童等多个类别， 并重点介绍了《今日中
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
《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教科书的记忆：
1978-2018》《电气时代三百年》《中国乡村
发现》《海上丝绸之路风情艺术绘本》《艺术
中国》《童诗中国》等29种原创精品新书，集

中体现了出版湘军在原创领域的深厚传统
和最新成果。

新书发布会上，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分享了自
己创作《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的体会，省作
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王跃文坚守原创文学
30多年，他畅谈书籍是人类一代代文明的积
累，阅读让他懂得敬畏和谦卑。中南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雨认为，原创经典
的最大受益者是少年儿童，原创精品应具备
“最能够反映时代风气、 最能够代表作家个
性魅力、最具有传播潜力”三个特征。著名作
家何顿介绍了作品《幸福街》，讲述了重视原
创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发生的故事。

出版湘军发布百种原创精品新书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通讯员 曾芷兰
记者 左丹）4月21日是联合国倡议的“世
界创意和创新日”。当天，2019年湖南大学
双创教育春季论坛暨第二届湖南高校绿
色创客科技文化节在湖南大学举行。来自
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等17所省内高校的师生代
表参会。

湖南高校绿色创客科技文化节活动，
旨在为全省不同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者、
科技工作者和绿色创客等架起沟通的桥
梁，为深化高校在“双创”领域的合作、绿
色创客的培养和各方资源的聚合等方面
搭建探讨、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活动当天，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重
庆大学谢更新教授作了题为《嫦娥奔月与
月球第一片绿叶的故事》 的主题报告，与
大家分享了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做生物
生长试验、在荒芜的月球上培育出第一株
植物嫩芽，并随时间的推移，成功培育人
类第一片在月球生长的绿叶的故事。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秘书长、
中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主任杨芳
研究员作了《新时代创新创业教育的新发
展》的主题报告。

此次活动还举行了第四期绿色创客
赋能系列培训———A4：ASPENPLUS设计
软件进阶培训以及实训操作。

湖南高校绿色创客
科技文化节举行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谢兴贵

“老支书的家住在澧水河北岸，一天到
黑就围着个河堤转，河长是个什么官……”
4月19日，“鼓舞新时代”———2019年湖南
渔鼓传承保护汇报展演在常德举行。 在新
创作品展演环节， 由临澧县文化馆选送的
渔鼓曲目《河长》，表演者熊波涛优美的姿
态和传神的表情感染了在场的评委和观
众,赢得阵阵掌声。

“你看，这竹筒长不超过1尺8寸，竹筒
直径75毫米最好，底端用晒过的猪皮蒙上，
一敲鼓面就嘭嘭响， 这就是最原始的渔
鼓。”表演结束后，熊波涛在后台告诉记者，
渔鼓是说唱的伴奏乐器， 表演者一边敲打
渔鼓一边说唱，便叫“打渔鼓”。

一曲《河长》热闹开场后，湖南本土精
品曲目常德九澧渔鼓《闹严府》、祁东传统
渔鼓《南山求寿》，零陵传统渔鼓《杨六郎斩
子》等依次展演。表演者手拍渔鼓，鼓点或
疾或徐， 鼓声或缓或烈， 唱腔时而诙谐轻
快，时而饱含沧桑，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引
得观众或静心聆听，或随鼓点欢呼雀跃。

湖南渔鼓表演形式为采用湖南方言，
说唱相间、以唱为主。在长期发展中，因各

地在语音和唱腔曲调等方面的差异， 形成
了湘中湘南和湘北湘西各自不同的说唱风
格。湘中、湘南道教文化较为流行，故两地
渔鼓内容与生老病死、地域习俗相关。湘北
澧水流域深受楚俗巫风影响， 在道具和唱
词上留有楚文化痕迹， 使得九澧渔鼓表现
出厚重的巫风遗存。

古诗词《愚鼓词》中有言，“晓风残月，
一板一槌，亦自使逍遥自在”，讲的就是渔
鼓。据介绍，湖南渔鼓的历史可上溯至唐宋
时期的“道情”，明清时期最终形成湖南地
方性的曲艺形式。2014年， 省文化馆将九
澧渔鼓、零陵渔鼓、祁东渔鼓3个省级非遗
项目整合成“湖南渔鼓”进行申报，经国务
院公布， 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打渔鼓’起初传唱神仙故事，后多演
绎历史传说和市井故事。” 临澧文化馆馆长
邢忠明告诉记者，渔鼓的最大特色，在于“无
本可循，无曲可依，伸缩自如，雅俗共赏”。

几曲渔鼓听罢，观众席中依旧掌声不断。
举办方负责人介绍说，此次渔鼓展演持续到4
月21日，湖北沔阳传统渔鼓《沙湖沔阳洲》、江
西兴江新创渔鼓《扶贫攻坚奔小康》、安徽界首
传统渔鼓《要荆州》等也应邀出演。

柳叶湖畔鼓声隆
———2019年湖南渔鼓展演速写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
天，由中国盲人出版社、求真出版社联合举办
的“曾令超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盲文图书
馆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吴
义勤，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许正明等20位来
自中宣部、中国残联、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及
湖南家乡的专家参加研讨。

曾令超，现年71岁，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作家和全国自强模范， 原是新宁县的
一名法官， 他在31岁时一次见义勇为中双目失
明。之后40年里，他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在黑暗
中用一支笔，先后创作《一个女人的调动》《跋涉
光明》等13部长篇小说、纪传体文学，共计400
余万字，其中一些作品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奋发
文明进步图书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近期， 中国盲人出版社和求真出版社集中
出版了曾令超的《人生跋涉》《一个女人的调动》
《天平至上》《女儿河》4部作品。 与会专家评价，
此4部作品是曾令超多年创作的结晶，体现出他
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其作品真实生动，字里行间
承载着感恩、惜爱、求美的“光明情结”，饱含着
一位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具有很强的艺
术感染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文艺评
论家曾镇南称其“放歌跋涉的人生，在黑暗中找
到光明”；吴义勤赞其创作“具有文学意义，又超
越了文学意义，他展现出了人生的价值，是文艺
工作者发挥培根铸魂作用的榜样”。

在黑暗中放歌跋涉的人生
曾令超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柳力 骆龙磊）4月21日，湖南省首届大学生
无人机航拍大赛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启动。
现场，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第五代”导演江海
洋，结合自己从业以来的经验，与师生们分享
了自己在一线创作中的感悟与沉淀。

本次大赛分为“城市·建筑·旅行·自然·
运动·校园”等拍摄主题，参赛选手们将通过
无人机航拍进行视频或图片创作， 用优秀的
影视文化作品讴歌新时代、反映新气象、展示
新作为。 这次大赛也为高校无人机专业的师
生们实践学习、交流互动提供了舞台，助推湖

南高校无人机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当天，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校企共建的生

产性实训基地也竣工剪彩，基地共配备19间
实训室，可同期提供1100个实训岗位，完整
地体现了广播影视节目前、中、后期的全流
程，覆盖了所有的技术岗位，能满足实训教
学、产品生产、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新
技术推广等五大需求，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添砖加瓦。

湖南省首届大学生无人机航拍大赛启动

“长征五号”落户通道转兵纪念馆
4月22日，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转兵纪念馆，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赠的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模型在此落成， 旨在促进长征精神与航天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加强我省军民融合文化建
设。 尹序平 吴庆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