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黄京 左丹）
6月7日至8日，我省39.2万考生将走进高考考
场，完成青春岁月里最有意义的一场拼搏。今
日下午，全省各考点限时开放，考生们到考点
进行了考前探访，提前熟悉场地。

下午3时30分， 记者在长沙市实验中学
考点外看到，考生们早早来到考场踩点，多是

“轻装上阵”，不少考生都表示“就按照平常考
试考就行了，没有特别紧张”。随后，校门打
开，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有序进入。下午4
时，考生进入考室，今年安检时间从每科开考
前35分钟开始，除了证件和文具，所有与考试
无关的物品不允许带入考场。

在考点的监控室， 可以对考点内所有考

场、保密室及工作间进行高清监控；相关的监控
设备、 信号屏蔽设备及安检设备也全部完成调
试；每个教室都配有摄像头进行实时监控。能回
放、能推进、能变换角度。

据介绍，今年高考全部安排在升级后或新建
的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进行。考前对考点设
备进行了全面排查、运行调试和维护，确保各项
设备配置到位、运行良好。另外，我省今年还对网
上巡查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能够在省级平台实
时监控到全省各地所有考室的情况。同时运用现
代技术手段构建了更加有效的安全防范体系。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左丹 ）今天，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各地各部门按照
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以考试安全为
核心，周密部署，精心准备，狠抓落实，确保实
现“保平安、保质量、保公平”和“零差错”“零
事故”的目标。目前全省各地严阵以待，各项
高考组考工作准备就绪。

在试卷流转方面， 常德市各考点均设置了
符合保密条件的试卷、答题卡保管室，安装了电

子监控设备，配备了双保险专用铁柜。岳阳市云
溪区召开保密工作人员岗前培训会， 要求自试
卷到达考区清点入库后，保密室24小时值守，严
格落实试卷保管安全规定，确保全程万无一失。
同时， 保密室实行监控录像6小时回放制度，公
安派驻考点保密室干警将每半小时对保密室周
边进行一次巡逻，做到人防、物防、技防全面结
合。在标准化考点建设方面，郴州市先后投入近
千万元对原有考点设施设备更新改造。益阳、张

家界、衡阳、株洲等市也对标准化考点建设和有关
考试设施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 在应对突发事件
方面， 各地都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制定了应
急预案，进行了必要的演练。

各市州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联防联控、齐抓共
管”的工作机制，共同维护安全有序、风清气正的
考试环境。郴州市要求各部门通力合作，联合开展
多个专项行动，全力为高考开辟“绿色护考”模式，
联手为高考保驾护航。 张家界市政府组织市教育
局、保密局、公安局、纪委等12个职能部门负责人
深入各考点，实地察看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对高考
准备工作进行详细督查和调度。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6月6日，早晨8时不到，非洲画师威斯利
便带着装满颜料和画刷的工具箱， 来到长沙
高桥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二楼的湖南（高
桥）非洲商品展销区，进行壁画创作。

该展销区作为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长
期线下展示展销平台，将于6月27日开展。眼
下，具有非洲特色的装饰建筑已搭建完毕，配
合威斯利的壁画， 原始而热情的非洲气息已
扑面而来。

“我不需要睡觉，我只想画画”

布展的工人来来往往， 威斯利却没有受
到丝毫干扰。他坐在4米高的架子上，左手端
颜料盘，右手拿画刷，在墙上描绘出一片片色
彩，安静而专注。

记者打了好几声招呼， 威斯利才反应过
来。 这个大高个落地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太喜欢画画了，只要拿起画刷，就会屏蔽
掉周围的一切，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

从中学开始画画的威斯利， 虽然只是一
名24岁的乌干达大学生，却已在乌干达拥有
了自己的绘画工作室。 他打开自己的手机相
册， 翻出一张乌干达小孩的肖像画说：“这幅
画被一个欧洲人买去了，200欧元。”

5个月前，他作为乌干达的艺术家代表，
来到长沙的河村非洲文化园， 与来自非洲其
他国家的10余名艺术家一起，在文化园里交
流、创作。

借着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契机， 威斯利得
以在湖南（高桥）非洲商品展销区一展画技。

他的任务是在展销馆内的一整面墙上描
绘壁画。40多幅三角形壁画， 需要体现丰富
而不重复的非洲元素， 还要讲究色彩和图案
的搭配。

画画对威斯利来说并非难事， 只要他闭
上眼，非洲的高原、湖泊、野生动物便全部涌
现在眼前。

可是中国人会喜欢这些吗？ 威斯利接到
任务后心里忐忑了。

他日思夜想， 甚至在网上发放了调查问
卷。威斯利想知道，中国人最喜欢的非洲元素
是什么， 中国人认为最能代表非洲的动物有
哪些， 中国人喜欢什么颜色……他将收到的
调查结果整理出来，开始构思。

构思完，一画就停不下来，威斯利独自一
人，从早8时画到晚8时，不到1周时间，近100
多平方米的壁画已经完成了六成。

到了中午， 威斯利看了下旁边相继离开

的布展工人， 小声跟记者说：“他们都要去午
休了，我不需要睡觉，我只想画画。”

他挥舞着的画刷， 东非大草原上怒吼的
雄狮、手拿长矛的狩猎部落、错落有致的乌干
达草屋、 头顶瓦罐的纳米比亚妇女……一一
在展馆内浮现出来，油画质感配合非洲风情，
粗粝而狂野。

“中国画是了不起的艺术，
我非常想学习”

“你的画真漂亮！”记者忍不住夸他。
“不不不，还有很多要学的。”威斯利摇摇

头。
“你可以开画展啦。”旁边的人也来帮腔。
“没有没有，还在上升期，先沉淀。”威斯

利又连连摆手。
“威斯利太谦虚了。”大家笑了。
“彼此彼此。”威斯利用中文回应道。
嘿，不会中文的威斯利竟然学会了这句。
看来，威斯利说自己到中国来，学到的第

一件事是“谦虚”，果真不假。
“中国人最谦虚了！”威斯利瞪大眼睛

说：“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画中国画， 整个人
都被震撼到了， 而那个人还说自己画得不
怎么样。”

受西方绘画影响的威斯利，擅长油画，在
他看来，中国的水墨画，仅靠墨的浓淡，即可

勾勒出无穷的意境，让他深深着迷。
在记者的采访本首页，印制了一幅毛泽东

看《湖南日报》的画，威斯利看到后凝视良久，
连连赞叹，并央求记者将画送给他。

“你看，这个线条，还有色彩，都是非洲人
画画时不会使用的技巧。”威斯利得到画页后，
用手指轻抚，边看边说：“中国画是了不起的艺
术，我非常想学习。”

如果用非洲油画的笔触，来描绘中国的事
物，会是什么效果呢？能不能同时把非洲元素
和中国元素融合到一幅画中呢？在河村非洲文
化园期间，威斯利已经开始在思考新的创作方
向。

聊到他心爱的绘画，威斯利又沉浸到艺术
的世界里去了。

站到远处端详了一下眼前的壁画，威斯利
举起画刷，蘸上颜料，在一个圆太阳的右边，涂
上几抹浓重的黑色，再用深浅不一的橙色绘出
波光粼粼的湖面朝晖，一幅维多利亚湖和东非
高原的浓缩日出图景显现出来。

这还不够，威斯利换上小画刷，用黑色勾
勒出乌干达的国鸟———灰冠鹤单脚站立的剪
影，整幅图景陡然生动了起来。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中国画的韵味？”威
斯利充满期待地询问，记者立刻竖起大拇指。

威斯利十分开心，说：“回去之后，我要向
大家介绍中国画，让更多非洲人了解中国绘画
艺术。”

非洲最大海湾几内亚湾的腹地，孕育
了赤道几内亚。

在这个国土总面积为28051.46平方
公里的国家，自东向西横贯全境的贝尼托
河，既给当地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又“制
造”了绝美的瀑布胜景。

赤道几内亚属热带雨林气候，林业渔
业资源丰富，森林面积有220万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46%。

近年来，因赤道几内亚经济活跃，华侨
和中资企业人员总数已近1万人，其中不少
华商经营的餐馆和日用品商店初具规模。

经济发展
赤道几内亚曾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

之一。20世纪80年代， 林业是经济支柱产
业。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生产和出口石油
以来， 石油产业成为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
来源，并取代林业成为社会经济支柱产业。

经过多年发展，该国已经成为非洲撒哈
拉以南地区第三大产油国，2017年日均产量
22.4万桶，其产量主要由埃克森美孚、赫斯、
诺贝尔能源和马拉松4家美国公司控制。

目前， 赤道几内亚政府提出了推动经
济多样化发展2020年经济远景规划， 希望
利用石油收入扶持农业、教育、卫生、旅游
等其他领域的发展。从中长期发展看，该国
经济将进入一个快速、稳定的发展通道。

与中国经贸合作情况
中国和赤道几内亚自1970年建交以来，

两国经贸关系一直稳步发展；近年来，双边经
贸合作更是发展迅速，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承包工程领域合作上，2017年中国企业
在赤道几内亚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7份，新签合
同额12.33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10.25亿美元；
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960人， 年末在赤道
几内亚劳务人员4684人。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
非盟会议中心、民主党办公楼、财政部办公大
楼等工程已成为首都马拉博的标志性建筑，吉
博劳水电站、上调水库、马拉博燃气发电厂的
投入使用，已基本解决了赤道几内亚大陆地区
和首都地区的生活生产用电短缺问题。

双边贸易方面，2017年，我国与赤道几
内亚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6.15亿美元，同比
增长107.1%。

在非洲西部，沃尔特河绵延亘长，位于
沃尔特河上游的布基纳法索， 是一个古老
而又年轻的国家。

它是西非文明古国，1904年沦为法国
殖民地，1960年独立定国名为“上沃尔特
共和国”，1984年改为“布基纳法索”，其意
思是“正人君子之国”。

该国首都和最大城市瓦加杜古是“非
洲影都”。从1969年起，泛非电影节定期在
瓦加杜古举办；非洲影片制作中心、非洲电
影学院、非洲影片发行公司、泛非电影工作
者联盟等机构的总部均设在瓦加杜古。

经济发展
棉花是布基纳法索主要经济作物和出

口创汇产品， 全国棉花种植面积达64.5万
公顷，全国约有棉农25万人；谷物、油料作
物和水果等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优势。

旅游业在2000年以后快速发展，逐渐

成为布基纳法索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2016年7月21日， 布基纳法索政府发

布了《2016-2020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 明确2016至202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目标为7.7%，年创造5万个就业机会，规划
旨在促进机构改革并发展人力资源， 给各
个领域带来经济活力， 最终为布基纳法索
2025年目标服务。

与中国经贸合作情况
2017年，我国与布基纳法索双边贸易总

额为2.03亿美元， 同比增长31.1%。2013年
起，中国成为布基纳法索棉花最大出口目的
国，汽车和机电产品是最大进口来源国。

2017年，中国企业在布基纳法索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1份，新签合同额1202万美元，完
成营业额27万美元；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
包括中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2个水
池、1个水塔和4个泵站建设项目等。

布基纳法索：“正人君子之国”

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湾腹地“明珠”

布隆迪：千山之国

展销馆里的非洲画师

6月6日，长沙市雨花区高桥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来自乌干达的威斯利在非洲馆绘制
墙绘。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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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中非携手 共创未来
———迎接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湘约非洲 走进非洲

位于非洲中东部的布隆迪， 气候宜
人、风景秀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内陆国。
其国土面积2.78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1120
万，境内多高原和山地，平均海拔1600米，
有“千山之国”和“非洲瑞士”之称。

布隆迪较好地保持了文化的同一性，
全国通用一种民族语言———基隆迪语。

和其他非洲人一样，布隆迪人热情好
客、待人诚恳、乐于助人。遇上布隆迪家庭
办喜事，即使素不相识，只要表示祝贺，便
可受到香蕉啤酒的热情招待； 陌生人问
路，布隆迪人哪怕放下手中的活，走上几
里地，也要把他引导到目的地。

经济发展
布隆迪是个农业国家， 国家收入的70%

来自农业，约有90%的人口从事农牧业。粮食
作物占耕地面积的90%，主要有玉米、大米、
高粱、 薯类、 芭蕉等； 经济作物占耕地面积
9%，主要有咖啡、茶叶、棉花、烟草等。

布隆迪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的工业包括

食品工业、化工业、纺织工业和建材工业。
2017年，布隆迪实现矿产的开采和出

口，全年总计实现出口收入4395.8万美元，
其中黄金出口额达3602万美元，超过其传
统出口产品咖啡和茶，占据出口值第一位。

与中国经贸合作情况
在中布两国双边贸易历史上， 基本是以

中国向布隆迪出口为主。出口产品主要为日用
轻工、纺织品、五金、建材、汽车和摩托车等；中
国从布隆迪进口咖啡和矿产品。2017年，中布
双边贸易额为5208万美元，同比增长8.96%。

多年来，中国为布隆迪援建了水电站、
医院、 学校等一大批工程项目。 2017年，
中国在布隆迪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援布
隆迪总统府二期项目， 中国电建公司承建
的援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 北京四达
时代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布隆迪
二期付费数字电视系统设计、 供货和安装
及服务项目等。 （黄利飞 整理）

经典案例

【案例简介】

尼日利亚广东经济贸易合作区位于尼
日利亚奥贡州，是首批落户非洲的中国国家
级对外经贸区。 合作区规划总面积为100平
方公里，合作期为99年；产业定位是以轻工、
家具 、建材 、五金 、木材加工等行业为龙头 ，
以原材料加工为主体 ，工程 、营销和贸易并
进发展。

合作区目前形成了规模化的陶瓷业、造
纸业生产和销售产业链；相关产品直接面向

非洲市场，有效地满足了当地需求。

【项目效益】
截至2018年底， 合作区启动区2.24平方

公里已全部开发，年产值达20亿元。2018年，
合作区向当地缴纳税款金额达99.29万美元。

合作区还充分带动了项目所在区域的人
员就业和人才培养等。 目前合作区已聘用当
地工人5000余人，间接创造8000多个就业机
会。 第二期开发后， 当地员工预计每年增长
1000人以上。

【复制推广前景】
境外园区的启动和发展， 既有利于东道国

高效利用本地资源， 提升投资聚集效应和产业
辐射作用， 又能有效满足东道国甚至整个非洲
发展经济和产业的需求， 加快国际产能合作进
程。

合作区的投资主体目前正利用合作区的开
发经验， 在肯尼亚投资建设该国第一个境外工
业园区，并计划在非洲不同国家打造10个连锁
品牌的境外工业园区。

（黄利飞 整理）

尼日利亚广东经济贸易合作区：

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湖南各地全力以赴确保高考安全稳定

39.2万考生今日赴考场逐梦
高考招生关注

要闻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贺威 ）在
今天召开的省家庭教育工作联席会议
上，明确了今年着重办好家庭教育12件
实事，即：办好家长学校、实施“父母成
长计划”、开展“万名老师大家访”、开展
家校共育试点、开展“户帮户亲帮亲、美
家美妇暖童心”行动、建设村（社区）“留
守儿童之家”、 组织开展特殊人群家庭
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开展家庭教育公
共文化服务、 组织家庭教育大宣传、开
展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开展“校园+
家庭”法治教育活动、开展大学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

具体包括创办网上家长学校， 线下
依托中小学、 幼儿园、 中职学校和社区
（村）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家
庭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家庭教育公益巡
讲至少2000场，举办全省新家庭教育文
化节；发动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
校， 开展老师大家访行动； 在衡南县第

九中学、三塘镇松山中学开展家校共育
试点， 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组织
“最美家庭”“最美女性”、 妇联执委、巾
帼志愿者等结对帮扶； 村级“留守儿童
之家”全省覆盖率达到80%以上，组织每
个“留守儿童之家”至少开展2次家庭教
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开展“情暖高墙·关
爱孩子 ” 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关爱行
动；指导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
文化服务阵地至少开展2次公益性家庭
教育讲座或家庭活动；开展文明家庭创
建， 宣传家庭教育工作， 深化好家训好
家风的学习践行活动；开展儿童早期发
展和儿童健康教育讲座或宣传活动100
场，重点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咨询
和辅导；全面推进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
和“法治进课堂”，开设“家长课堂 ”；大
学生“三下乡” 对未成年人开展学习辅
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心理关爱和家
庭成员互动活动。

我省家庭教育工作
今年着重落实12件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