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杨元崇）中共
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的2018年度湖南新闻奖评选结果今天揭晓。
来自中央新闻单位驻湘机构，全省报社、广播
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和新闻客户端的408
件作品获湖南新闻奖。其中，央媒优秀作品一
等奖10件，二等奖43件；特别奖5件，一等奖53
件（含6件新闻名专栏），二等奖121件，三等奖
166件；重大报道奖10件。

湖南新闻奖是经省委批准常设的全省优
秀作品最高奖，每年评选一次。为进一步增强湖
南新闻奖评选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引导和示范作
用，按照《评选办法》规定，省新闻评奖办公室组
织审核委员会认真审阅报送作品， 从政治、导
向、 语言文字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要
求等方面全面审核。同时，按评奖程序，认真遴
选评委，确保评委人选专业水准高、责任心强，
有力提高了定评新闻作品的质量， 使获奖作品
名副其实。

特别奖获奖作品中，文字评论《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以问题为导
向，回应群众关切，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就“促
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议题推出系
列评论文章，推进了地方政府相关调控政策的
落地，体现了党报高度的新闻敏感性和责任担
当；新闻摄影《手捧湘江水 连喝三大口》生动反
映了湖南以实际行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信
心；电视专题《我爱你，中国》聚焦热血军人和美
丽中国守护者， 讲述主人公至诚报国的感人故
事，唱响新时代一曲爱国情；融合创新《我的青
春在丝路》讲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别出
心裁聚焦“一带一路”青年群体，展示了中国青
年的活力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互信互
敬的和谐图景。

综观今年的获奖作品， 有五个典型特点。
一是强调大主题中的小情节。电视专题《十八

洞村这五年》用影像记录了十八洞村村民在脱
贫路上经历的各种探索、坎坷、思考和实践。二
是挖掘旧话题里的新气象。获奖作品《老光阴
里的故事》《家国》《一号档案》就是“旧酒瓶里
装新酒”，一样耐人寻味。三是小心求证，真实
可靠。获奖作品《长沙炒房现象调查》《“摆设文
件” 伤了谁》， 记者通过明查暗访跟进事件动
态，再通过多方求证获取事实真相，让人信服。
四是精彩呈现，融合创新。移动直播《益阳南洞
庭下塞湖“拆围”收官战》，把“内容+技术”“内
容+观点”深度融合，体现了“新”与“微”，将湖
南省委、省政府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
江碧水”的殷殷嘱托、维护“青山绿水”的行动，
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五是传播力强，影响广
泛。获奖作品《湘商闯老挝》《圆梦巴铁祭“英
魂”》引发了线上线下受众的广泛关注，起到了
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两件作品获特别奖，14
件作品获一等奖。其中，文字评论《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湖南日报)、
新闻摄影《手捧湘江水 连喝三大口》（华声在
线）获特别奖；重大报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十论》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激荡三湘———庆
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镇”起风云———湖
南特色产业小镇巡礼》(湖南日报)，文字评论《痕
迹管理可以有，“痕迹主义” 不能要》、 文字系列
《齐家有道———湖湘先贤伟人故事》、 报告文学
《暖村·生长》、新闻摄影《高空救人》、新闻漫画
《永恒的瞬间·湖南公安英雄故事系列漫画》、新
闻名专栏《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湖南日报），新
闻名专栏《湘问·投诉直通车》、网络专题《寻湘
记———历史文化名人重回潇湘》（华声在线），移
动直播《益阳南洞庭下塞湖“拆围”收官战》、创
意互动《苗寨十八变》、融合创新《我脱单了！十
八洞村村民施六金喜结良缘的故事》（新湖南）
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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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1日讯（彭艺 易冰莎 宋叙
泓）10日上午，“船山名言选书法展”在湖南大
学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博物馆开幕。此次书法展
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船山学刊》编辑部承办。

王夫之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是
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 本次书法展立足于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普及和弘扬船山思想为宗旨，

鼓励更多人投身船山思想的研究与传播。
此次展出书法作品共156件，既有甲骨文、篆

书、隶书，又有楷书、行书、草书，还有江永女书，
可谓琳琅满目、笔笔融意、竞秀风雅。通过书法这
种雅俗共享的形式， 展现王夫之思想的精髓、要
义，有利于让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走进人们的
心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
神动能和价值支撑。

2018年度湖南新闻奖
评选结果揭晓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两件作品获特别奖，14件作品获一等奖

“船山名言选书法展”在长沙开幕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

讯员 陈铎林）今天，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传来喜讯， 下一代互联网宽带业务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马栏山研究院揭牌成立。

下一代互联网宽带业务应用国家工
程实验室于2005年成立， 是我国信息领
域第一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主要开展网络

架构、新技术应用、宽带业务与产业互联
网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工作， 拥有50余项
国际标准 、300余项国家及行业标准 、
1000多项发明专利， 承接20余项国家级
研究课题。

下一代互联网宽带业务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马栏山研究院落户在月湖之畔，是

第一家揭牌入驻“月湖文创小镇”的科研机
构， 下一代互联网宽带业务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唐雄燕兼任马栏山研究
院院长。研究院下设大数据研发中心、视频
应用研发中心、智慧园区研发中心，并明确
了大数据产业聚集基地在内的8个合作方
向， 力争将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打造成
为国内大数据、视频业务、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的战略高地， 助力马栏山不仅做全国
视频“内容制作”的领头羊，更是“技术研
发”的先行者。

据了解，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今年
以来新增企业409家， 完成全年任务的
204.5%，发展态势迅猛。

国家工程实验室
马栏山研究院揭牌
聚焦下一代互联网宽带应用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余蓉

9月10日， 在第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受表彰代表。
我省8名教师代表进京领奖，亲历了这一光
荣时刻。9月11日，他们载誉归来，除了住院
治疗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中南大学教
授桂卫华， 其他人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的
激动与荣光。

“像做梦一样，很自豪，很幸福！”岳阳
市君山区钱粮湖实验小学教师廖志华在洞
庭湖畔坚守岗位26年， 此次作为全国优秀
教师代表中的乡村教师，站在第一排，和
习近平总书记握了手，合了影，分外激动，
热泪盈眶。“我亲身感受到总书记对我们
乡村教师特别关爱，亲耳听到全国其他优
秀教师的事迹， 我没有理由不好好教书，
为学生奉献。”因为这份荣耀和责任，廖志
华领奖当日，连夜赶回学校，9月11日就站
在了讲台上， 学校师生们都为她鼓掌，争
着和她握手。 她暗暗发誓：“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
师！”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我
站在第一排，党和国家领导人挨个跟我们
握手，还亲切地说‘大家辛苦了’，我感到
特别荣幸，也特别振奋。”龙山县石牌镇初
级中学高级教师张光柱接受记者采访时，
语气依然十分激动。张光柱扎根乡村教育
39年，教学成绩显著，所教班级连续几年
教学质量位居全县前列，获评全国模范教

师。“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跟大家谈到
了教师待遇、教师的惩戒权、职称评定等
一线教师关心的问题， 这更让我觉得振
奋。我们唯有继续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总书
记厚实温暖而有力的手握住我的手时，我
似乎感觉到他将教育好每个孩子的重任交
托给我。”株洲市二中生物高级教师王琼辉
对表彰大会的情形记忆深刻。 王琼辉从教
29年， 多年担任班主任， 教育教学成绩优
秀，获评全国模范教师。为了赴京，王琼辉
难得地请了一次假， 但表彰大会当晚她就
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学校。9月11日早晨，她
来到教室与同学们分享了会议的盛况与个
人的感受， 孩子们情绪激昂。“我获得的荣
誉属于我的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同事。我要
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递给我校师生，点
燃大家的工作热情，争做‘四有’好老师。”
她自豪地说。

“没想到我们所做的平凡、平常的点
滴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能
参加这个表彰大会， 对我来说既是金灿
灿的荣誉，也是沉甸甸的责任。”湘阴县
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特级教师张念军
说。张念军从教37年，现担任电子专业教
师，是省级专业带头人，入选第四批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他说，参加这次表
彰大会的特殊经历， 将化成无穷无尽的
力量，鼓舞自己进一步做好工作。教育是
一片广阔的天地，我们教师只要努力，就
能大有作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荣获“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是全国唯一获此
殊荣的高校外国语学院。校党委书记、外国
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蒋洪新教授领奖归
来，在会议间隙告诉记者，这次大会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
事业的高度重视， 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
切关爱。 作为获奖代表受到总书记的亲切
接见，让他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湖
南师范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部省重点共建“双一流”大学，将牢牢把握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
心， 大力弘扬师范教育特色， 切实肩负起
“教教人之人，育育才之才”的光荣使命，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何人可
教授是一年内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领
奖。上次是获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
国设计四十人”，这次是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何人可说，喜逢盛世，喜事
连连。

“备受鼓舞，倍感亲切！”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副教授袁红梅是大
学生们喜欢的“红梅姐姐”和“心灵导师”，
挽救过数百个徘徊在生死线的抑郁症患
者。作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在人民大会
堂领奖，她非常激动。她告诉记者，合影
时，她就站在习近平总书记后面，非常激
动。荣耀化为动力，作为省教育厅高校心
理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她信心满满地
说， 今后不仅做好学生健康人格的楷模，
带领团队，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促进大
学生健康成长， 还将与全省同仁共同努
力，打造有湖南特色的高校心理教育新模
式。

金灿灿的荣誉，沉甸甸的责任
———湖南教师代表北京载誉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