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亚娜）为促进全省疾控系统健康
科普工作， 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健康科普
作品， 省疾控系统今天在长沙举办首届十
佳健康科普作品大赛， 祁阳县疾控中心雷

超超等表演的《珍爱生命，远离艾滋》情景
剧、武冈市疾控中心王艳等演讲的《小胖墩
变形记》等10个作品获奖。

来自省职业病防治所、血吸虫病防治所、
结核病防治所以及省、市、区（县）疾控中心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30支参赛队伍62名选手
参加了本次比赛。 选手们围绕百姓关心的公
共卫生焦点问题以及健康热点话题， 进行演
绎、演讲，比赛精彩纷呈，现场气氛热烈。省卫
健委负责人表示， 要以此次健康科普大赛为
契机，培养、选拔、发现一批优秀的科普能手，
创建一支高素质的健康科普宣讲队伍， 创作
出更多好听、好懂、好记的“三好”作品。

首届十佳健康科普作品大赛揭晓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刘晓晴）今天上午，位于长沙市长
岭的北京同仁堂药店内， 聚集了不少中老
年朋友，他们在排队等候一位从美国回来的
中医专家看病。这位专家是旧金山美洲中医
学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刘正华。这是今年该
店邀请的首位海外湘籍专家回湘义诊。

刘正华是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医博

士，师从中国著名中医泰斗杨甲三教授，早
期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医疗系，1996年移
民美国至今， 现任美国旧金山美洲中医学院
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美国中医药针灸诊疗中
心、 硅谷不孕不育中心主任和美国中医糖尿
病医院院长。30多年来，刘正华教授全身心投
入中医药事业在国际上的推广和发展。 此次
来湘，意在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回报祖国，

造福家乡百姓。据悉，和刘正华教授一同回到
家乡的海外中医专家， 还有纽约中国针灸有
限公司董事长、主任针灸医师江明良，英国中
医药学会科研委员会成员宋杰等数名湘籍专
家。 北京同仁堂长沙药店有限公司负责人董
后上介绍，为回报三湘父老，北京同仁堂入湘
11年来，每年都要举行义诊活动。今年计划在
原有国内专家团队定期义诊的基础上， 建立
海外专家诊疗平台，增加湘籍海外名医、专家
定期来店义诊和坐诊， 把国外先进的诊疗方
法方案带回来，服务家乡父老。

湘籍海外专家回湘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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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5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年
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今天，省政协对《建
立本省革命烈士纪念祠、 纪念塔及烈士公园》
等70件湖南省政协成立以来有重要影响的提
案进行了表彰。

湖南省政协成立以来， 历届省政协委员、
省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在不同历
史时期， 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
关心的实际问题， 通过提案认真履行职能，积
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提案，充分反映出提案者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参政议政水平。这些提案通过承办单位的认真

办理，在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
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省政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政协湖南
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省政
协组织开展了湖南省政协成立以来有重要
影响提案评审活动， 共有70件提案入围，内
容涵盖涉及“尽可能提前修建湘江大桥”“修
复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把长株潭
在经济上联结起来逐步形成湖南省综合经
济中心”“构建我省社会诚信体系”“加强湘
江治理与保护”等方面。经十二届省政协第
二十次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决定对这70件提
案进行表彰。

省政协表彰70件有重要影响提案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记者 孙敏坚）我省
首批定向选调生在基层两年锻炼期满，即将奔
赴新的工作岗位。今天上午，省委组织部举行
履新前集中培训和集体谈话会，为选调生鼓劲
加油、敲响警钟。

为了更好服务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
眼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对党政人才的需求， 省委
组织部主动拓宽视野、广纳英才，2017年首次从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14所国内重点高校选拔
了一批选调生到乡镇基层锻炼2至3年。今年，97

名选调生（其中博士7人、硕士64人）基层锻炼期
满，分别安排到47个省直单位工作。

会议指出，两年来，定向选调生扎根基层、服
务基层、奉献基层，用青春、智慧和汗水灌溉三湘
热土。此次把选调生安排到省直单位工作，既充
分体现了省委对选调生的关心厚爱和殷切期望，
也充分体现了在基层一线培养锻炼干部的鲜明
导向。希望各位选调生要牢记初心使命，主动适
应新角色，积极担当作为，坚持立德修身、严以律
己，在新的岗位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首批定向选调生奔赴新岗位
省委组织部举行任前集中培训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宁奎）“张盈富
得了全国第一！”9月24日，一张盖有中宣部大
印的奖状照片，在张家界市的各大微信群大量
转发，群友们纷纷点赞。

当天上午，张家界市桑植县的乡村教师张
盈富在中宣部举办的“学习强国”挑战赛上，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9大“挑战答题” 高手同台挑
战，张盈富力克群雄，勇夺第一。据了解，包括
张盈富在内的十大选手，均是在“学习强国”平
台的“挑战答题”环节中，连续答题900道以
上，通关题库的。目前，全国一次性通关题库

的，仅有这“十大高手”。
“用时50分57秒，连续答题734道，作为答

题最多的选手，获得第一。”当天下午，记者拨
通张盈富的电话, 张盈富在电话里激动地说，
这次虽然未能突破其答题1040道的最高纪
录，但对此已非常满意。

作为湖南“唯一代表”，张盈富的这次北京
之行可谓“不辱使命”。

张盈富自幼失去父母，靠政府、希望工程
和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才完成初中至师范6年
的学业，如今已在三尺讲台上站了整整20年。

“学习强国”十大高手过招

桑植乡村教师张盈富勇夺全国第一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李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之际，2019年
湖南“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进入
了高潮。

一群闪耀着爱国、 创新和奉献精神光
辉的科技工作者，集中进入了公众视野。他
们在各自领域的奋斗故事， 成为这个秋天
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学习宣传“最美”，意义重大
“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协和省科技厅联

合开展‘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
湖南是第一次，意义重大。”省科协副主席
傅爱军全程参与了活动实施， 他向记者讲
述了活动的初衷。

推进创新引领的发展战略，需要充分
发挥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在全社
会营造重视科技、尊重科技人才的良好氛
围，激发他们的荣誉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就是要推出一批科学家之星，让公众知道
他们为社会为国家做了什么贡献、如何成
长起来的。

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协、
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
科工局关于开展2019年“最美科技工作
者”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精神，我省开
展了2019年湖南“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
宣传活动。

“开展这次活动，也是转化、巩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形成学习
教育长效机制， 加强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
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傅爱军说。

精心评选“最美”，情怀打动人心

据省科协介绍， 此次学习宣传活动共
收到全省学会、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单
位推荐的34位科技工作者人选， 初评后有
10多位入围终评。 经过专家评审、 组织考
察、社会公示等程序，决定授予袁隆平等10
人2019年湖南“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入选的10位科技工作者， 都是我省各
行各业科研生产一线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代
表。他们中，有年过八旬的资深院士，也有
和改革开放同步的青年才俊； 有国家级科
研机构的博士生导师， 也有偏远乡村科技
教育的启蒙先锋。

奋斗是他们共同的姿式。支撑他们的，
都是爱国、创新、奉献的情怀。攻坚克难，为
国家解决科技难题，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
根植在每位“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心中。

袁隆平、官春云、印遇龙三位长期从事农
业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我国的粮油安
全和畜禽健康养殖作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
步入“90后”的袁隆平院士，把第三代杂交水
稻种到了家门口的试验田， 还是喜欢把脚踩
在田里，享受那种亲切又踏实的味道。

在高端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路桥
工程建设、靶向药物研发、农业技术推广、
科技教育等领域，刘飞香、赵中伟、胡建华、
喻翠云、庹年初、彭际淼、陈富昌用他们坚
定的信念和对科学的热爱， 书写了一个个
动人的故事。

钨钼的分离是世界性的难题，赵中伟还
在攻读研究生时便暗暗下决心要攻克它，每
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回宿舍晚了就翻
围墙。历尽艰辛，他研发的新技术成为我国
当今钨冶炼过程必备的除杂技术。20多年辛
苦耕耘，赵中伟获得多项国家科技大奖。

湘西矮寨地势险峭， 施工难度在国际
建桥史上十分罕见。为了勘察桥基选址，胡
建华带领团队每天上山下山两个来回，当

时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疾病， 但还是拄
着拐杖，咬着牙坚持。每天下山来在帐篷里
疼得睡不着。

牢记恩师“作科研就要顶天立地”教诲
的喻翠云， 在研制抗肝癌药物的漫漫长路
上求索， 又凭借脑洞大开的新思路闯入了
核电厂污染治理领域。 她有时会在半夜惊
醒，脑海中突然闪现出灵感的火花，于是立
即下床记录，天亮后赶到实验室工作。

立志改变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庹年
初，40余年扎根大地从事农技推广服务工
作，点亮一盏灯，带动一大片。

……

服务科技工作者 ，“娘家 ”
倾尽全力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句话用来形容
今天的湖南科技人才队伍，很是贴切。根据
前不久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
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省拥
有专业技术人才321万人，其中在湘院士76
人。他们中间，有大批胸怀祖国、勇于创新、
不畏艰难、淡泊名利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他
们身上展现的精神魅力是整个社会的宝贵
财富。

科协又被称为科技工作者的“娘家”。
多年来， 如何宣传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和事
迹，如何为科技工作者提供需要的支持，一
直是“娘家”的大事。除了向中国科协推荐
各类人才奖项参评人选，我省也开展了“青
年科技奖”“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评选表彰，
激励着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 营造了尊重
科技人才的社会氛围。

“2019年湖南‘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
宣传活动还将延续。下一步将用主题朗诵、
情景短剧等多种文艺作品形式来加强传
播，并举行证书颁发仪式。同时，对全省科
技工作者的宣传和支持， 各级科协将一如
既往倾尽全力。”傅爱军说。

让爱国、创新、奉献精神薪火相传
———2019年湖南“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综述

9月25日，长沙市稻田中学，学生齐诵爱国经典语录。当天，2019年全省“我和我的祖国”主题
读书教育活动正式启动，中小学生共读红色经典，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红色洗礼，抒发爱国情怀。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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