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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新闻出版局近期对2018年度全省
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进行了重新核发，部
分省直连续性内部资料编印单位主动申请停
刊， 部分省直连续性内部资料编印单位逾期未
办理有关手续。根据《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
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从即
日起注销以下28种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

内部资料名称 准印证号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湘O报） 2018019

文艺出版人 （湘O报） 2018042

大唐湘军 （湘O报） 2018056

湖南教育科研 （湘O报） 2018075

湘雅健康 （湘O报） 2018096

和声湖南 （湘O刊） 2018001

濂溪学 （湘O刊） 2018002

观沧海 （湘O刊） 2018013

在职研究生教育 （湘O刊） 2018023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职教通讯 （湘O刊） 2018024

湘雅药学 （湘O刊） 2018087

湖南外事与侨务 （湘O刊） 2018095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学报 （湘O刊） 201819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湘O刊） 2018232

湖南党建研究通讯 （湘O刊） 2018246

湖南五金机电 （湘O刊） 2018272

湖南消费 （湘O刊） 2018297

湖南茶业 （湘O刊） 2018326

湖南学生资助 （湘O刊） 2018413

湖南质检 （湘O刊） 2018419

E视听 （湘O刊） 2018460

湘核建设 （湘O刊） 2018464

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通讯 （湘O刊） 2018468

湘江艺苑 （湘O刊） 2018479

传统医药保护与传承 （湘O刊） 2018486

湖南教育政务 （湘O刊） 2018502

湖南移民 （湘O刊） 2018516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 （湘O刊） 2018527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2019年5月16日

关于注销连续性
内部资料《准印证》的公告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余蓉）日
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
边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
的通知》。根据《通知》，2019—2020学年全

国计划选派23234名教师到三区支教，其
中湖南今年计划选派1361人支教“三区”。

“三区”教师支教计划是推动教育精准
扶贫，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重要措施。
选派教师将被派往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

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扶贫开
发重点县及其他深度贫困地区， 支教以全
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1
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

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

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学校
管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
的学校管理经验。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派教
师及教育管理人员。专任教师主要承担学科教
学和班级管理任务，带动受援学校整体提升学
校教学水平和育人管理能力，教育管理人员主
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
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五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前，一座光彩夺目的金色拱桥，被色
彩缤纷的鲜花簇拥。前来取景的媒体、拍照
的游人络绎不绝。

5月15日，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国家
会议中心开幕。 这座流光溢彩的“丝路金
桥”，仿佛一座文明的桥梁架通彼此，成为
大会主会场的标志性景观。

“丝路金桥”的创作者，是著名湘籍艺
术家舒勇。5月14日晚，湖南日报记者来到
舒勇在北京草场地335艺术区的工作室，
听他讲述他和“桥”的故事。

“一带一路”倡议，为“丝路
金桥”提供时代语境

“丝路金桥”以古老的赵州桥为原型，
高7.2米、宽4米、全长28米，由2万余块人造

琥珀砖砌成。 每块砖内用丝绸熔制的手工
花，源自“一带一路”沿线几十个国家、近百
座城市的“国花”或“市花”，象征着各国“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好友谊。

“丝路金桥”，缘起于舒勇2013年参加
威尼斯双年展时的装置艺术作品“谷歌
砖”。在一次和外国友人交流时，双方的理
解不同和文化差异让舒勇感触很深。

文化有差异和障碍，就要有“桥”来沟
通和连接，他因此萌生了“桥”的创意。就在
那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
倡议，让舒勇为这座桥找到了时代语境。

舒勇想到了赵州桥。“赵州桥是中国最
古老的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桥， 已经不仅仅
是一座现实中的桥， 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
化的象征。”

但是，光有一座桥，总觉得太单薄。有
一次，在思考如何在“桥”上融入文化的问
题时，他突发灵感，国花、市花是国家和城
市的象征，何不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城市的国花、市花镶嵌到砖上？

制作搭“桥”的人造琥珀砖时，舒勇和
他的团队经历了数次失败， 他们发现发出
琥珀光泽的砖必须由人手工制作。 花的材
料，也几经试验才确定。“刚开始放入真花，
没想到真花在浇筑过程中遇热变色。 然后
用塑料花代替， 结果制作出来的砖容易形
成气泡。”最后，舒勇选择了丝绸，“做出来
后效果很好，而且与‘丝绸之路’的主题很
契合。”

最终的作品格外惊艳：一座用2万余块
透明金砖组成的“丝路金桥” 发出金色光
芒， 一个个透明的水晶花球在阳光的折射
下七彩斑斓， 共同营造出美轮美奂充满希
望与力量的场景。2015年米兰世博会上，

“丝路金桥”一鸣惊人。
“架起一座丝路金桥，让世界各国联合

起来，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
想表达的理念和深意。” 舒勇说， 国花、琥
珀、赵州桥这些元素的组合、叠加，赋予“丝

路金桥” 既具有民族特色又有广泛包容性的
价值内涵。

没有时代的使命感， 不可能
创作出大作品

惊艳米兰世博会后，“丝路金桥” 亮相北
京长安街，并成为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会场前的标志性景观。
许多国内外媒体在报道这些重大活动时，不
约而同选择来到“丝路金桥”前，从这座“桥”
切入。

在舒勇看来， 这说明国内外对桥的理解
是一样的，那就是连接、沟通、共享。

舒勇1974年出生于湖南溆浦，身材消瘦
单薄。在他的艺术创作道路上，留下了一大批
闻名遐迩的作品： 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
念馆收藏的雕塑《生命之花》；2013年在威尼
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代表中国参展的“谷歌
砖”；2005年引起《南方都市报》等众多媒体
连篇报道的行为艺术“九问深圳”……这些作
品中，家国情怀贯穿其中。

“我认为没有使命感，就不可能创作出大
作品。艺术家要肩负时代使命，作品不能只是
纯粹的个人体验， 不能只做挂在墙上的装饰
物。”舒勇说，时代奋勇向前，艺术家要跳出小
我的自娱自乐，释放大我的家国情怀，参与国
家的发展建设进程。

真正的艺术是雅俗共赏、大道至简的。要
创作这样的作品，在舒勇看来，艺术家要担当
记录、讴歌、抒写时代的使命，坚持与时代同
步伐，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在当代中国的伟
大创造中发现创新灵感，捕捉创作主题，深刻
呈现我们时代的历史局面。

让舒勇高兴的是，“丝路金桥” 正得到越
来越多国内外人士的认同， 已有数千人在桥
上签名，包括多位国家元首、艺术家及社会各
界人士。

曾有人出高价想收藏“丝路金桥”，被舒

勇拒绝了。“我不会把它卖给个人或企业。相
比之下， 捐赠给国家更能发挥它的社会价值
和公共价值。”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民心相通分论坛上， 作为发言嘉宾
的舒勇承诺，把“丝路金桥”捐给中国和平发
展基金会，由基金会把作品拍卖，并将拍卖的
资金捐给国家，用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启动全球巡展计划， 推动
“丝路金桥”走向世界

作为艺术家， 舒勇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
艺术展览，频繁穿梭于异国他乡，对文化符号
之于国家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感触越来
越深，也越来越迫切地认识到为国家创作、打
造文化符号的重要性。

10年前，舒勇曾做过一次实验：拿一批
中国的文化符号来到纽约时代广场， 结果路
人仅知道天安门、长城、大熊猫等少数几个，
能认出10个以上的极少；回过头，他又把美
国各种文化符号拿到天安门广场测试， 让他
惊讶的是，中国人对白宫、自由女神像、林肯、
金门大桥、米老鼠、可口可乐等几十个符号都
很熟悉。 这个测试让他看到了中美之间文化
软实力的差距，他说，当今中国的经济体量上
来了，但是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上还不够强。

“中国需要国际化的文化符号，向世界传
达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舒勇表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除了产生更多的世界500强企
业，还要创造超级文化符号，润物无声地推介
国家形象。因为文化的影响是长久的、潜移默
化的。

舒勇的目标，是把“丝路金桥”打造成新
时期中国的超级符号。未来舒勇将启动“丝路
金桥”全球巡展计划，推动“丝路金桥”走向世
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不同版本的
丝路金桥景观雕塑。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的地
方。舒勇透露，哈萨克斯坦政府已经同意在阿
斯塔纳建设世界上首个“丝路金桥广场”。

“丝路金桥”创作者、湘籍艺术家舒勇：

打造超级文化符号推介国家形象

湘籍艺术家、“丝路金桥”创作者舒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我省今年计划选派1361人支教“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