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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龙文泱 孟姣燕 通讯员 周东平）
湖南省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数屡创
新高、网红餐饮品牌“文和友”国庆
假期日均排号超过1.4万桌、 张家
界旅游演艺领先全国……良好形
势下，如何进一步激发湖南文化和
旅游消费潜力？省文旅厅近日召开
座谈会， 政府及行业相关负责人、
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出谋划策。

“文旅产业已成为我省推动经
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与会专家建
议，应从推出更多消费惠民便民措
施，提升假日和夜间经济、旅游演
艺水平及建设文旅名镇名村、智慧
文旅体系、文旅产业园区等方面推
动消费升级。

夜间经济大有潜力。新华联铜
官窑古镇“大唐中秋夜”、百架无
人机表演、场馆延时开放……长沙

是夜间经济发展的领跑者，该市将
通过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品牌创
建，打造夜间经济“升级版”。省演
艺集团与全省14个市州紧密合作，
通过打造《梦回穿紫河》文旅演艺节
目、承办石门柑橘节等大型活动，推
动城市口碑与经济效益齐升。

“文旅消费是市场行为，我国台
湾地区等地的成功经验是为儿童提
供补贴，培养文旅消费习惯。”中南
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刚志认为，拉动
消费要从培育和激发需求入手。他
还提出，对于我省已形成的“出版
湘军”“广电湘军”“演艺湘军”“锦
绣潇湘”等品牌，要通过注册商标
等法律手段，使其拥有稳定的消费
群体。省旅游学会副会长钟家雨提
出， 文旅业要与城镇化协同发展。
此外，要运用现代技术，实现文旅
信息主动精准推送，引导消费。

� � � � 湖南日报 11月 4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戴松）
昨天，第三届岳麓传媒与文
化发展国际论坛在长沙举
行。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媒
体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
教育”，包括4场主题论坛和
院长论坛等内容。来自美国
密苏里大学、加拿大西门菲
莎大学、 日本早稻田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澳大利
亚圣母大学和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浙
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
媒大学、湖南大学等60多所

海内外高校新闻院系、 科研
院所和媒体的 100余名学
者， 围绕媒体融合与人工智
能、媒体融合下的全球化、媒
体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专
业人才培养等论坛主题展开
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本届论坛由湖南大学新
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和美
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联合
主办， 湖南省新闻传播学会
协办， 旨在加强传媒界学术
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经验的
国际化交流。 论坛入选的优
秀论文将分别以中英文两种
形式出版。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唐亚慧 胡美玲 杨欢） 昨天
上午，随着湖南科技大学办学70周年
宣传片《初心》的旋律在田径场响起，
湖南科技大学办校70周年创新发展
大会拉开帷幕。上万名校友与在校师
生，共同见证学校创办70年来的发展
历程和光辉成就。

1949年湖南解放前夕，一群共产
党人从湘江上岸，创办了湖南科技大
学的前身———湘北建设学院。1958
年，上承湘北建设学院的湘潭师范专

科学校诞生， 而后学校时办时停，几
度易名，到1985年升格为湘潭师范学
院。1978年， 湘潭煤炭学院沐浴着改
革开放的春潮应运而生，学校开荒选
址、艰苦创业，随后更名为湘潭矿业
学院、湘潭工学院。2003年，湘潭工学
院、 湘潭师范学院这两所一墙之隔、
优势互补的本科高校合并组建成立
了湖南科技大学。

70年来， 湖南科技大学立足湖
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积极发挥资
源环境、教师教育传统优势，聚力培育

智能制造等特色产业学生， 为国家培
养了近30万名优秀人才。目前，该校有
37000多名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研究
生、留学生，拥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2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是湖
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共建高校、“十三五” 国家百所中西部
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支持高校、湖
南省“双一流”建设高校，进入了省属
高校第一方阵、 全国地方高校先进行
列。学校本科招生第一批次覆盖全国。

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通讯员 杨炼

在蛋壳上雕刻绘画有多难！10月
30日，一则喜讯传来，长沙职业技术
学院聋人教师罗浪创作的3件蛋雕作
品，因雕刻精美、造型别致，日前均入
选长春大学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蛋雕艺术创新人才培养》作品
汇报展， 并在吉林省工艺美术馆展
出。

作为残障大学生的美术专业教
师，罗浪这些年不仅教书很用心，而
且优秀作品不断。2009年，他的油画
作品《盼》，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
国职业院校艺术作品竞赛中获特别
奖。2012年，他的绘画作品《莫贪》，
获得湖南省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
一等奖。

罗浪出生于1979年，是株洲人。

1岁多时，罗浪因为一次感冒，医生打
针失误，造成耳朵失聪。也许是受父
亲业余爱好绘画、书法的影响，失聪
的罗浪对画画特别有兴趣。每每看到
电视上、电影上，一些自己喜欢的画
面、人物，他就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用
笔涂涂画画。

罗浪8岁进入株洲市特殊教育学
校学习。进学校后，他的绘画天赋很
快表现出来，每当看到老师在给高年
级学生上美术课，他就会趴在窗户上
或者站在门口，痴痴地看。回家后，自
己立马动手画。老师发现，他的画比
高几个年级的学长画得还好。进入初
中，他开始接受绘画专门训练。罗浪
很吃得苦，经常可以不吃不喝，一画
就是几个小时。

1998年， 还在读高二的罗浪，在
老师的鼓励下尝试参加高考，意外上

了本科线，被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装潢艺术设计专业录取，成为湖南省
第一批自主培养的2名残疾人大学生
之一。

2002年，罗浪大学毕业。这一年，
长沙职院高职计划开设特殊教育类
专业（广告设计与制作、计算机应用
技术等），面向全国招收聋人学生，为
此，学校在全国各地招录特殊教育的
老师，罗浪脱颖而出,成为长沙职院一
名艺术专业课老师。

“与正常学生相比，残障学生教
育难度大。”长沙职院负责人介绍说，
“因为身体残疾的原因， 多数学生心
理上有障碍，不自信，生活上也有诸
多不适应。” 这些学生没少让罗浪操
心。罗浪既是专业教师，又是编外的
辅导员、心理咨询师。

值得自豪的是，罗浪和他的学生

们，彼此激励、互相温暖，成就了一个
个精彩。装潢艺术设计专业残障学生
李成宇和禤联强，设计的纤维艺术作
品《流年》，2018年参加教育部举办的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夺得一等
奖，作品还被中华儿女艺术馆收藏。

如今，学院已有2000多名残障大
学生毕业。 他们中有的成为特教教
师、残疾人社会服务工作者，有的成
为创业人才、岗位优秀骨干。其中，胡
士群成立“湖南省优绘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邵钟宁在常德成立“小宁木雕
工作室”,佘鹏成为长沙特殊教育学校
市级优秀教师……他们身残志坚、顽
强拼搏，活跃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罗浪也获得诸多荣誉：全国教育
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湖南省师德
楷模、湖南高校优秀共产党员、湖南
省技术能手等。 如何推动我省文旅消费再升级

省文旅厅召集专家献计
第三届岳麓传媒与文化发展

国际论坛举行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唐亚
新）昨天下午，湖南微信公众号联盟·
大V看营商环境———全省产业园区巡
礼活动在长沙启动。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由全国主流
媒体记者、湖南省微信公众号联盟大

V组成的20余人媒体团，将深入常德
经济技术开发区、衡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等多个产业园集中采访，积极
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服务大民
生。

作为湖南省第八届网络文化节

主题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湖南省委
网信办指导，湖南微信公众号联盟和
腾讯·大湘网主办， 旨在大力宣传湖
南优良营商环境，以小见大展现湖南
改革发展成就，助力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建设。

湖南微信公众号联盟·大V看营商环境活动启动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陈一心）如何从紫
薯加工清洗液中提取花青素？如何
降低动车组风机的噪声？……日前
在长沙结束的2019年中国创新方
法大赛湖南赛区决赛上，利用共同
方法解决不同问题的40个参赛项
目决出了位次。湖南水口山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司参赛的“康家湾铅
锌矿预选抛废工艺研究” 等10个
项目获得一等奖。同时，评出了二
等奖项目15项、三等奖项目20项。
据悉，其中17个获奖项目在公示后
将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据大赛组委会介绍， 本次活动
由湖南省科协、湖南省科技厅共同主
办。比赛吸引了山河智能、华菱涟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中国航发
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水口山有色金
属公司、 中石化长炼等近30家知名
企业参与。 参赛项目涉及智能制造、
石油化工、轨道交通、航空发动机等
多个湖南特色产业。在长沙、株洲、岳
阳三场市州选拔赛中， 共有40个创
新方法应用项目突出重围， 进入决
赛。决赛采用理论考试和现场答辩结
合的方式，由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综
合评审。最终，依据现场展示及理论
考试综合评分从高到低排序。

据悉，11月18日至20日，由中
国科协、科技部、湖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的2019年中国创新方法
大赛总决赛将在长沙举行。这是我
省第二次承办该项赛事。

创新创业 方法先行
10个项目斩获2019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

湖南赛区一等奖
无声世界 出彩人生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聋人教师罗浪的故事

湖南科技大学办校70年培养人才近30万名

� � � � 11月4日中午，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敏行轩学生宿舍外，大学生从外卖柜取餐。本学期起，
该校后勤餐饮中心在校内5个宿舍点安装食堂外卖消毒保温柜，学生点餐后，送餐员将餐品及时
投递至柜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高媛 摄影报道

高校现智能外卖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