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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向前 赖胜兰

“家政服务是朝阳产业，也是爱心工程，
大有可为”“家政服务是大事， 不是小事”。今
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
质扩容的意见》，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
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
见》，明确要求，原则上每个省份至少有1所本
科高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

令人欣喜的是， 湖南家政学本科教育已
成为全国领跑者,专业开办早，办学规模最大。
10月23日， 记者从湖南女子学院主办的第三
届养老与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高峰论坛上获
悉，该校正以“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和“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引领全国家政学本科教育铿锵
前行。

学生：从零志愿填报到占全国
在校生半壁江山

2013年， 湖南女子学院正式开设家政学
本科专业时，录取的34个学生，零志愿填报，
都是从其他专业调剂来的。谁想到，三届毕业
生就业率100%， 前两届95名毕业生全部在
北、上、广、深家庭服务高端企业就业。仅北京
管家帮就接纳了近20名学生， 一半以上月薪
过万元，有的年薪超过了30万元。

湖南女子学院校长杨兰英告诉记者，家
政学其实是一门关注“家庭生活质量” 的学
科，1899年诞生于美国。1994年， 美国家政学
学科更名为“家庭与消费者科学”。2010年，又
将其列为交叉学科。早在20世纪初，我国就有
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高校开办家政学系，
但上世纪50年代被撤销，多项实用课程分设到
其他大专院校。湖南女子学院和吉林农业大学
是全国较早开设家政学的两所高校，但目前，全
国以家政学专业招生的本科院校仅有5所。据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调研统计，全国本科家政学
专业在校生不足千人， 湖南女子学院占了472
人，是目前家政学在校生规模最大的。

为什么培养的学生受欢迎？ 湖南女子学
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院长邵汉清总结，他
们的课程设置与时俱进，在插画与茶道、家庭
营养学、 家庭教育学等课程基础上又增加了
衣物收纳整理、 居家美化设计等个性化服务

课程。培养方式优化，现有订单班4个。产教融
合深化，把企业请进来，合作建立了湖南省普
通高校首个家政专业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为学生提供校内实习、创业平台。走出去，
在省外甚至在日本箱根近江故乡会建立了首
个海外实习基地。

论坛： 从零高校参与到10余
省市高校企业慕名而来

10月23日， 第三届养老与家政服务业产
教融合高峰论坛在湖南女子学院举行。 来自
海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企业同仁400余人济
济一堂,探讨如何培养高素质的家政养老服务
人才，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迫切的需求。

看到认真听讲、 很多人拍照做笔记的论
坛现场， 校长杨兰英感慨家政学正越来越受
到关注。她记得2016年主办首届论坛时，除了
邀请的国内外6所高校专家和1家企业， 国内
没有1所高校报名参加。2017年第二届论坛，
学校与“58到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澳大
利亚西悉尼大学签订了合作交流备忘录，湖南
女子学院大数据与精准社会服务研究中心正
式启动，但仍然少有高校报名参与。第三届不一
样了， 学校只在学科网站上发了一则通知，北
京、江苏、上海、广东、河北、浙江、江西、云南、贵
州、山东等省市院校、企业踊跃前来。今年9月刚
开办家政学专业的河北师范大学就来了8人。
请来做讲座的专家也赫赫有名：对多国人口老
龄化政策颇有研究的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教授
菲利普·泰勒、 在日本社会福祉法人近江故乡
会当总园长的饭田雅子、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开创了家政学科的肖红教授。

记者在现场听讲，菲利普·泰勒讲述的退休/
养老金改革和长寿经济， 为我国养老事业发展
提供了国际视野。 饭田雅子用视频生动介绍了
日本高龄老者福祉的进程和问题解决的方案。
肖红所讲的新加坡应对老龄化的组合房屋、多
功能综合养老社区和以房养老的经验， 很有借
鉴启示意义。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教授李斌作了《湖南省养老体系建设：显示问题
与政策设计》的主题报告，“颐养在线”董事长唐
罗生介绍了互联网+养老与家政服务。

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发展”到“新时代·新
技术·新生活”，再到“新时代·新机遇·新使命”，
三届论坛，主题一次比一次深入。与会者告诉记

者：“开阔了视野，深受启发，受益匪浅!”

学科： 从产学研实训平台到
家政养老职教集团

新时代，新机遇，新使命。面对家政学社
会需求热、高校培养冷（加上刚开办家政学的
河北师范大学才5所高校）和就业热、招生冷
（湖南女子学院志愿填报率逐年增长，但2019
年也仅45%）的现状，仅仅满足于比其他高校
多培养几个家政学本科生吗？ 湖南女子学院
校长杨兰英坚决说“不”。

10月23日， 她向记者阐述了自己对家政
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杨兰英分析，家政学高端人才空缺，高技
能人才奇缺，服务性人才紧缺，而湖南女子学
院瞄准的是培养双高端人才。 虽学校社会学
获批湖南省“双一流”应用特色学科，家政学
获批湖南省“双万计划”专业建设点，但家政
学现在只有专业， 没有学科。 需加强顶层设
计，夯实学科基础，引进高层次人才。她希望
家政学能像其他学科一样， 从本科到硕士到
博士，有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杨兰英透露，学
校3万平方米的家政、养老、托幼三大基地大
楼将封顶， 国家发改委给了6800万元的债券
支持。而她也设想由湖南女子学院牵头，成立
湖南省家政养老职业教育集团。

记者发现，她的设想正在变成行动。记者
在会场遇到台湾康宁大学的张承晋教授，他
已在湖南女子学院教了两年“家政企业运营
管理”，而台湾康宁大学的家政学几十年来从
未中断。这学期，湖南女子学院又把康宁大学
的刘瀚榆博士和他妻子郑宇涵聘来了。 两人
将教授“养老机构经营管理”“社区活动规划
与组织”“高龄老人长期照护”等课。而杨兰英
又瞄准了正在讲台上演讲的肖红教授， 争取
尽快下聘书。特聘知名企业高管，外聘境内外
教授等多种灵活方式都在进行中。 而日本来
的饭田雅子，此次也不只是来论坛讲学，她还
想与湖南女子学院签订选送学生去社会福祉
法人近江故乡会工作3年的协议。

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培养高端家政人
才，主动参与家政服务、居家养老、母婴护理
等10多项全国和地方行业标准制定或评
审……湖南女子学院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一个
目标：做全国高校家政学的领跑者！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张大哥，这是我为张超写的一本书《逐
梦海天的强军先锋》， 送给您和家人几本作
纪念。”10月23日上午，岳阳市岳阳楼区桃花
山社区一幢民房里暖意融融，岳阳国家一级
作家段华将刚刚印刷出版的新书，送到“人
民英雄” 张超父亲张胜华和母亲李四荣手
中，并像往常一样同他们拉起了家常。

张超是从岳阳走出去的飞行员， 是为
我国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的一位英烈。去
年，“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 张超入选全军
挂像英模；今年，张超先后被授予“人民英
雄”“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虽然退休了，段华一直坚持文学创作，
他说：“我现在精力还比较充沛， 应该多创
作一些好作品，让英雄事迹被更多人所知，
让英雄精神永志不忘。”

“去年底，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我写作
《湖湘英烈故事丛书》中张超的故事。当时
我就下定决心，就算没有稿费也要完成这个
光荣的任务。” 当时， 段华正在创作广播剧
《逐梦海天》。从那时起，他成了张超的“头号
粉丝”，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先后采访了张超
的父母、妻子及女儿，并通过座谈、电话等方
式，对张超的老师、校友、战友进行采访，渐
渐走进英雄的心灵深处，感受他报国强军的
家国情怀和勇者无畏的血性胆气。

4月27日，在张超牺牲3周年之际，3集广

播剧《逐梦海天》开播，再现了张超短暂而璀
璨的一生，不少听众感动落泪。“我们要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它是千千万万像张超这样
的英雄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换来的。”岳阳市
民刘波岚听完广播剧，感慨地说。今年6月，
该剧入选省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

由段华创作的《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
一书也顺利出版。全书用29个故事，真实再
现张超从童年、少年到入伍直至壮烈牺牲的
29年人生历程，凸显了张超携笔从戎、报国
强军、逐梦海天的家国情怀，表现了张超爱
祖国、爱军队、爱人民的大爱大美。

10月22日， 岳阳市启动大中小学生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读书教育活动，《逐梦
海天的强军先锋》等红色书籍被陈列推介。
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谢清风向张超的母校
岳阳市第七中学捐赠该书100册。他说，张
超是岳阳的骄傲，是祖国的英雄。从这本书
中，可以清楚读到他的初心和使命，感悟英
烈的坚韧与担当。希望广大学生多途径、多
形式、多介质地传播好英烈们的先进事迹，
并从湖湘英烈的先进事迹中， 汲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

“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
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当天，段华在
给学校师生作主题讲座中，高唱《我爱祖国
的蓝天》，抒发对张超的敬佩与怀念。他面对
台下稚嫩的脸庞大声说道：“我像你们一样
爱追星，但我追星就追‘人民英雄’！”

做全国高校家政学的领跑者 “追星就追‘人民英雄’”
———著名作家段华的英雄情结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袁勇军)为服务常德产业经济，促进人
才团队和园区、企业技术需求深度融合，今天
上午，湖南文理学院启动“教授博士沅澧行”
活动。

此次活动中，湖南文理学院派出200多名
教授、博士，组成29个团队，采取“1+X”模式，

即1个团队对接1个园区主导产业， 园区其他
产业有技术需要， 则由该团队推荐与引进其
他团队协助园区工作。 每个团队根据自己的
特长和优势，主动对接企业，结成服务对象，
为企业送技术、找合作、解难题、求实效。活动
要求教授 、
博士们积极

转化教学和科研成果， 提高企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能力与科研能力。

湖南文理学院目前拥有60个本科专业，
有教授121人、博士325人。这次学院选派的29
个服务团队涵盖生态、材料、文化、机械等领
域， 将为常德各区县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技术
支持，力争在成果转化、转型发展、环境保护、
发掘优秀湖湘文化等方面作出贡献。

教授博士沅澧行 助推企业创新发展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赵均匀） 网上递交一封上访
信，得到专人处理，自己在家等消息，上访
问题轻松解决。10月23日， 面对上级信访
部门回访， 邵阳县塘田市镇曾家村六组村
民陈功祥充满感激。

陈功祥一家9口，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今年7月7日，陈功祥通过网上递交上访信，
向上级信访部门反映其出生不到2个月的
女儿因村干部疏漏， 未及时同步办理录入
国家扶贫系统手续， 导致女儿住院医疗费
用无法按照贫困户标准报销。

邵阳县信访局收到陈功祥的信访件
后，立即成立信访处置小组，按照一个案件

一套班子、一包到底的责任机制，指派专人
办理。3天后，工作人员来到陈功祥家，接他
和女儿到镇里录入信息， 彻底解决了他的
问题。

今年来，邵阳县全面推动信访“最多访
一次”改革，在县乡村建立“一站式接待、一
揽子调处、一条龙服务”信访案件联合调处
中心，由县信访联席办对所有信访事项实行
台账管理，通过矛盾源头化解、信访全程代
办、联合接访处置、领导包案化解等措施，做
到化解一起、销号一起。目前，共办理信访积
案16件、初信初访案件401件，信访案件办
理时长缩短了60%。 还集中对789件信访案
件进行了回访，信访人满意率达90%以上。

邵阳县“最多访一次”疏通民心路

10月22日，长沙市砂子
塘吉联小学，学生们在展示
篮球运动。当天，该校举行
“梦想起航、奔向未来”秋季
运动会，开幕式上，全校53
个班级每个班级展示一项
体育运动以及相对应的冠
军资料，并通过前期教育铺
垫，让孩子们充分感知体育
的魅力，在心中种下一颗梦
想的种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徐静 摄影报道

梦想起航
奔向未来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熊远帆）
18日，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北京
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 、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
2019AIIA杯人工智能巡回赛“Sophon”赛
站全国总决赛在长沙经开区举行。

2019AIIA 杯 人 工 智 能 巡 回 赛
“Sophon”赛站共设有辽宁、北京、陕西、湖
南等10大赛区，累计吸引来自全国17个省
份的200余所高校团队报名参赛， 经过多
轮评比选拔，共计30支团队晋级长沙的总
决赛，分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
国内高校。 总决赛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在交
通、保险、应急管理3个方向的应用展开，以
“讲解路演+评委问答”的形式进行，并由
评委现场打分角逐出最终获奖团队。

2017年，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部门牵
头成立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简称
“AIIA”），并于2018年推出“AIIA杯人工智能
巡回赛”，为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创造良好的生态
保障。2019AIIA杯人工智能巡回赛由中国移
动、百度、航天科工、国家电网、星环科技5个赛
站组成，其中星环科技赛站即“Sophon”赛站。

30支高校团队长沙比拼人工智能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534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41
329
5242

2
6

111

250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7209
60317

186
136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23日 第2019121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237152 元
02 0411 16 20 23 27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23日

第 201928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02 1040 730080

组选三 763 346 263998
组选六 0 173 0

8 85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维）莫立唐书法展近日在湖南省
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 展出我省著
名书画家莫立唐的书法作品100余幅，其
独特的“斧劈书” 吸引书法爱好者前来观
赏。

莫立唐，1925年生，2016年辞世，湖南
桃江人，字曙光，自号紫云翁、磨刀老人。早
年毕业于南京美专，师承高希舜，从事美术
工作、创作60余年，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湖南省书画研究院特聘书画家。

莫立唐初以画闻名，在作画的过程中，
他练就了用笔法的形态和运动表现个性感

情的本领，转而致力于书法。他楷、草、篆三
体兼长，风格奇倔逸宕，朴拙纵横，每多新
理异态。

莫立唐自称其书法为“斧劈书”，即用
笔大刀阔斧、泼辣纵横。“名利甘居人后，
学问不让前贤”“研文戏墨三更乐， 把笔
抒怀一辈忙”……除了诗词名篇，本次展
览的作品中有许多隽永的句子， 是莫立
唐历经90余年风雨人生的所思所想。因
此，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也是收获人生
智慧的过程。

本次展览由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
办，将持续至11月17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泼辣纵横“斧劈书”

莫立唐书法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