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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临近年关，湖南人的食欲得到了最大
程度的满足。

滋滋冒油的腊肉、喷香烫手的烤红
薯、多汁爽口的荸荠……再来一根清甜解
腻的甘蔗，冬天的胃就此富足起来。

口吃甘蔗登楼梯，节节甜来步步高。
新年吃甘蔗，在大部分人的记忆里，除了
甜蜜的滋味，还寄托着长辈对自己的良好
祝愿，和童年时的乡土情结密不可分。

乡镇上，甘蔗商贩拖着板车沿街叫卖，
烤火的人们便从街道两边推开门走出来，
拖回一捆带着泥的甘蔗，随意砍成几截，去
皮全靠牙齿撕咬；城市里，水果店提供“一
条龙”服务，洗净、去皮、切块，却总有人不
领情，认为失去了啃甘蔗的乐趣和“灵魂”。

“美食家”苏轼和今人一样喜欢直接
上嘴啃，“笑人煮箦何时熟，生啖青青竹一
排”；唐代诗人王维认为，甘蔗榨汁，可清
热、消食，写下“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
有蔗浆寒”的诗句；屈原是最讲究的一个，

“胹鳖炮羔，有柘浆些”，炖甲鱼、烤羊羔不
够，还要淋上新鲜的“柘浆”，即甘蔗汁，方
能成就一道难得的美味。

据史料记载，我省的甘蔗栽培历史至
少有1500多年，唐朝时，道县已有种甘蔗
的史实记录，现在的道县蚣坝镇糖榨屋
村，便是古人以甘蔗榨糖而命名。

甘蔗似竹非竹，种类繁多，青皮紫皮、

茎秆粗细、甜度、汁水和纤维的多少……
普通人很难一一区分，只需知道两种：直
接吃的和用来制糖的。

南县乌嘴乡港口村的甘蔗，节高、清
甜，色泽红亮，今年每捆10根能卖到20元，
供不应求。当地农户说，甘蔗还在地里，便
被县城里的商场、水果超市早早预定了。种
植果蔗，成了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

制糖的甘蔗，则大多呈青色，口感较
硬。我省在五代时期，已有发达的制糖业，
主要分布在道县、宁远、祁阳、浏阳等地。

据 1942 年《湖南之蔗糖》记载：1941
年，祁阳种蔗1109亩，产蔗55450担，产糖
4620担，出口3230担。祁阳称甘蔗红糖为
百里糖，民国以前就远销汉口、长沙、衡阳
等地。

如今，麻阳苗族自治县舒家村每年12
月举行红糖文化艺术节，清洗甘蔗、熬糖、
过滤、出锅、切块、分拣……向游客展示纯
天然的古法红糖工艺。此时，整个村子，漫
山遍野弥漫着蔗糖的香味，大地和阳光的
养分，全都酿在了一块小小的方块红糖里。

■生物小名片

甘蔗，甘蔗属，根状茎粗壮发达，性喜
高温、湿润和强光，在我国广泛分布于东
南沿海及长江以南各省。甘蔗用途广泛，
除鲜食外，经过加工还可提取酒精；蔗渣
可发电，做为动物的饲料原料，或制造防
热的蔗板，质轻价廉，是良好的建筑材料。

甘蔗收获季，红糖熬制时

“金点子”我有

——回应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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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化县贫困户袁振在新化县就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位于长沙
市五一路的湖南省贫困劳动力劳务协作市
场，与湖南捷西整体家居有限公司达成用工
协议。办齐相关证件后，袁振上岗，月工资不
低于2600元。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我省通过开发岗位、
精准对接、加强培训，深入推进就业扶贫工作。
截至12月26日，全省已有190.7万贫困劳动
力实现转移就业，人均月工资达2623元。

多渠道开发岗位——
“点对点”接收贫困劳动力

隆冬时节，位于永顺县境内的不二门国
家森林公园内游客稀少，负责公园保洁工作
的永顺县贫困户老彭、老覃并没有因游客少
而偷懒。

“有了这份工作，一年有1万多元收入，可
以摘掉‘穷帽子’。”年逾花甲的老彭说，这是
自己脱贫的“金饭碗”，要倍加珍惜。

“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
脱贫，我省多渠道开发岗位，‘点对点’接收贫
困劳动力。”省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忠东介
绍，我省鼓励各地设立就业扶贫特设岗位，安
排贫困劳动力承担护林、巡河、养路、保洁等
工作，全省已有8.1万名贫困劳动力通过扶贫
特岗就业。

为了能让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我
省加快建设就业扶贫车间，全省2968个扶贫
车间吸纳3.6万贫困劳动力就业。同时，开展
就业扶贫基地建设，全省现已建设就业扶贫
基地 1049 家，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对
吸纳贫困劳动力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岗位

补贴。今年以来，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5.87 亿
元，在省内企业稳定就业的贫困劳动力达
81.8万人。

鼓励就地就近就业，也因地制宜推动劳
务输出。谢忠东介绍，今年，我省协调省政府
驻广州、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等5个办事处
帮助收集省外岗位信息。发挥东西部扶贫协
作机制作用，开展劳务对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与济南市，桑植、新邵等县与东莞、海
宁等县市共签订 317 个劳务协作对接协议，
在省外就业的贫困劳动力达105.4万人。

全方位对接协作——
线上线下协同作战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湖南省贫困劳动
力劳务协作市场都会举行一次贫困劳动力劳
务协作对接活动。12 月6 日，新化县、凤凰县
等地的贫困群众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沟通后达
成用工协议。

自2017年11月湖南省贫困劳动力劳务
协作市场挂牌后，将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定为
贫困劳动力劳务协作对接会。两年来，该市场
共举办贫困劳动力现场招聘会105场，提供岗
位近6.6万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3665人。

线下招聘会精准对接，线上平台永不落
幕。为弥补线下招聘活动的不足，省劳务协作
脱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应运而生，平均每天在
线工作人员数超过 2400人，每月更新各类数
据信息40余万条，有效岗位达5.4万个。

平台建起来，服务跟上去。劳务协作脱贫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以省扶贫部门贫困人口建
档立卡系统人员数据库为基础，省人社厅建
立起“任务清单”“稳岗清单”“责任清单”3个
清单，动态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做到了
精准识别，精准定岗，实现供需对接信息化。

“我省按照实现精准对接、促进稳定就业
的工作思路，扎实推进就业扶贫。”省就业服
务中心副主任谢忠东介绍，目前，全省贫困劳
动力就业总规模由去年同期的156.8万人增
长到190.7万人，增长率为21.6%；稳定就业6
个月以上的185.4万人，稳定率达97.3%。

多层次开展培训——
提升贫困群众劳动技能

今年，花垣县十八洞村的12名贫困群众
在湘西州湖南阳光阿娅职业培训学校经过为
期半个月的“育婴员班”学习后，奔赴山东济
南，走上“月嫂”岗位，月工资超过8000元。

基本技能是贫困群众就业创业的前提条
件。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开办免费技能培训班，将贫困劳动力培训
补贴标准在普惠制基础上上浮 70%。调整职
业技能培训补贴工种目录，把适合贫困群众
就业的护林员、育婴员、保洁工等工种纳入补
贴范围。

我省支持企业设立职工培训中心，鼓励
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扩大培
训规模，指导市州开办异地对口帮扶培训班，
健全校县扶贫对接机制，细化对接清单，对接
受技工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落实国家助学金
和免学费。目前，全省各贫困县有职业培训机
构160家、创业培训机构56家、职业技能鉴定
所58个。

“311”就业扶贫模式得到一致好评，每年
至少为有就业意愿且未就业的贫困群众，提
供 3 次岗位、1 次职业指导、1 次免费技能培
训。我省还推广“政府 、劳务公司、劳务经
纪人、贫困劳动力”四位一体扶贫，目前，全
省已培训配备1.9万名农村劳务经纪人，提供
各类服务93.6万人次。

“我有‘金点子’——2020省政府工作
报告意见建议征集”活动仍在继续。广大
网友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道路交通规
划、智慧医疗等话题提出具体建议，部分
网友已收到回复。《湖南日报》继续遴选编
辑刊登。

制造业创新企业渴“甘霖”

网民康鹏：制造业创新企业转型升级
肯定面临技术升级的问题，有些传统企业
身处产能过剩行业，本身可能已经面临资
金紧张和利润短缺的现实难题，加大技术
研发肯定会遭遇资金瓶颈，因此，建议加
大对制造业创新企业的扶助。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答复：我省已于
2018年由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统计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联合制定了《湖南省
支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办法》，专门对企
业研发费用进行奖补。

奖补资金列入省财政年度预算，采取
事前备案、事后补助的方式，按企业上一
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
研发投入新增部分的10%予以补助。对不
同类型企业采用最高限额管理，最高限额
不予累加。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及以
上研发平台且考核优秀的企业、首次纳入
奖补范围的企业年度补助额最高1000万
元，其他企业年度补助额最高500万元。具
体政策请详询省科技厅。

大胆对“长株潭交通一体化”
来个设想

网友胡昌勇：建议以目前的黄花机场
到长沙南站的磁悬浮为基础，往西南方向
延伸，设置韶山景区轨道专线暨黄花机场
与大屯营机场轨道联络线。此线过城铁芙
蓉南站（或者中信广场+地铁1号线尚双塘
站）到河西延伸到大屯营机场和韶山景区。

省发改委答复：2009 年 9 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批复《长株潭城市群城际轨道交
通网规划（2009-2020 年）》。目前建成了
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磁浮两个项目，即
将建设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项目。

因近十年来，国家大力发展高速铁
路，《规划》中其他未实施项目与我省境内

高铁线网存在通道和功能重叠，实施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已降低。为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长株潭交通一体化
的决策部署，现阶段我们启动了我省城市
城际铁路、市域市郊轨道交通规划研究工
作。结合您所提的意见建议，我们将及时
对相关项目的线站位方案进行积极研究，
并按相关程序审批后实施。

5G助力，智慧医疗要加
快探索

网友李医生：5G来了，智慧医疗有哪
些应用场景？在安全监管下，建议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采集、存
储，加强应用支撑和运维技术保障，打通
数据资源共享通道。此外，也要加强医疗
复合型人才培养，以应对人工智能+医疗
健康产业发展。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答复：我省自2015
年开始开展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共419家）互联互通工程，截至目前全
省已联通418家医疗机构，汇聚全省二级
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数据130余亿条。今年
12月份，实现了第一批6家委直属医疗机
构检验检查结果共享调阅工作，2020年我
委将在全省全面启动健康档案调阅和检
验检查共享调阅和结果互认工作。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诊断、
辅助诊疗、合理用药等方面广泛应用，我
委鼓励支持人工智能在我省医疗机构应
用，通过机器对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深度学
习和分析，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工作。
委信息统计中心今年联合相关学会和信
息化企业开展了《基于健康医疗大数据的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模型研究》，湘雅医院
等省部直医院也在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
断试点工作。

我委今年还争取国家卫生健康委项
目资金，在省本级和3个县开展人工智能
基层辅助应用试点工作。2020年我委将继
续扩充数据联通范围，提升数据质量，为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提供更好数据支撑，依
托已有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应用成果，逐
步推广应用范围。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金雨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2 月 28 日清晨，薄雾笼罩下，岳麓山美
丽的天际线若有若无。被冬雨洗刷后，披着朱
红大衣的湖南美术馆精神抖擞，矗立在湘江
河畔迎接四方宾客。

就在这一天，湖南美术馆迎来了一位百
岁老人的个人艺术展览。他就是出生在湖南
平江的周令钊。

选择周令钊作为美术馆开馆
的首位个展艺术家，何故？

走进湖南美术馆，只见人头攒动。来到馆
内二楼中间的展厅，悬挂在展厅正中的“开国
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等
作品吸引了许多观众停驻品赏，湖南美术馆
馆长魏怀亮正在为观众们讲解作品。

从绘制开国大典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毛
主席巨幅画像，到参与国徽、政协会徽、少先
队队旗的设计；从担任第二、第三、第四套人
民币整体设计，到设计共青团团旗、中国人民
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
元帅服；从担任1950至1967年北京国庆游行
仪仗队、第二至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大型团体
操背景等总体艺术设计，到设计中国最早的
主题文化旅游公园——“深圳锦绣中华”“中
国民俗文化村”；从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设计

《韶山》湘绣画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历
史油画《五四运动》等，到创作大量体现国家
形象的邮票、宣传画等公共艺术作品……周
令钊的个人艺术生涯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
连，伴随着新中国一同发展。

湖南美术馆选择周令钊作为开馆的首位
个展艺术家，自有其特别的意义。

魏怀亮说：“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又是周令钊先生百岁生辰，按照
湖南省文联工作安排，湖南美术馆精心筹备
并推出了‘最美奋斗者——周令钊百岁艺术
展’。”魏怀亮认为，选择周令钊作为开馆的首
位个展艺术家，除了考虑其在艺术领域的卓
越成就，也有对湖南美术馆学术定位的考虑。

周令钊既是艺术大家，也是湖南人，举办他的
个展，为湖南美术馆展开“近现代湖南美术史
的构建”起了一个好头，意义深远。

精品展览、优质公教、高层次
学术交流，美术馆多方探索

“哎呀，能在美术馆看到这么多周老先生
的设计原稿，真是难得啊！”一位满头银发的
老先生搀扶着夫人，把头凑近展柜的玻璃，想
仔细瞧清楚。

不少孩子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湖南美术
馆看展。一个扎着牛角辫的小女孩看到摆在
展柜里的人民币，不解地扭头问身边的女士：

“妈妈，为什么会有钱币摆在里面呢？”“因为
这些钱币上的图案就是这位周令钊老爷爷设
计的啊。”女士边笑边回答。

“原来橘子洲、岳麓山过去是这样的啊。”
展厅里，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正在观赏周
令钊描绘的老长沙风貌。身为湖南平江人，周
令钊不仅画下了往昔长沙的橘子洲、岳麓山、
五一广场等景点，还画下了韶山、平江、岳麓
山、屈子祠、南岳的美丽景象，他对家乡的热
爱之情也倾注到了这一幅幅作品中。

“周先生是我的叔爷爷。我觉得他是那种

特别单纯，又特别执着的人。”湖南美术馆展
览部主任、艺术家周玲子坦言，周令钊是她的
一面精神旗帜，其作品充满着温情和力量。

为给观众提供精品展览，湖南美术馆全
体工作人员精心策划、打磨，在此次展览中展
出了周令钊 200 余件美术作品和艺术文献，
分为“青春战歌”“为新中国造型”“江山如画”

“湖湘情怀”四个部分，从不同侧面切入周令
钊的艺术世界，力图勾勒出一个内敛又朴厚、
平和也温暖、跌宕却坚毅的奋斗者形象，给观
众带来美的感受。

28日下午14时，湖南美术馆举办美育课堂第
五讲，邀请周令钊先生的女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周容，以及《亲历中国100年——周令钊传》
作者曾庆龙作为主讲嘉宾，让观众更好地了
解周令钊先生的艺术人生。两位主讲人精彩
的演讲，让现场掌声不断响起，听众们既钦佩
周令钊在艺术领域做出的卓越成就，也被这
位老人谦逊豁达、乐于奉献、不计个人得失的
优秀品质深深打动。

据了解，湖南美术馆为更好地服务大众，
近期将精心打造“我为新中国设计名片”“祖
国笑容这样美”长卷绘制等 6 场公共教育活
动，旨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民众
的审美水平。

“最美奋斗者——周令钊百岁艺术展”亮相湖南美术馆

把美的种子播撒在湖湘大地

12月28日，观众在湖南美术馆欣赏周令钊的作品。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瀚璐 摄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王国庆 刘璋景）我省在社会保障卡
建设方面创新工作举措，在全省范围开展社
保卡即办服务，实现全省范围内跨地区跨银
行社保卡办理“立等可取”。截至目前，全省
累计制发卡5883.88万张。日前，在上海举办
的社会保障卡20周年座谈会上，人社部对
湖南社保卡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今年以来，省人社厅坚持问题导向，
对“社会保障卡制卡周期长”等突出问题
进行专项整治。一方面本着“布局合理、方
便群众”的原则，在每个县(市区)至少部署
一个即时制卡服务网点，在全省范围开展
社保卡即办服务，实现全省范围内跨地区

跨银行社保卡办理“立等可取”；另一方面
放开银行准入，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取消
社保卡合作银行入围限制，彻底改变过去

“先招标再分配银行”的做法，实行“个人
自主选择银行”，通过群众的选择倒逼合
作银行主动改善用卡环境、提升用卡服
务。群众普遍反应办事更方便了、选择更
多了、效率更高了。

据 了 解 ，目 前 全 省 累 计 制 发 卡
5883.88万张，占常住人口的 86.2%，发卡
范围已覆盖省本级和 14 个市州 122 个县
市区；102项应用目录全部开通，应用领域
覆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公共就业、人事
人才等。

“金点子”有回复
参与感越来越强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邹立新 李一可）按照全国统一部署，
2020年1月10日春运开始前，全国开展为期
两个月的高铁沿线外部环境隐患集中整治大
会战。记者今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我省已
于近日提前完成整治任务，共整治各类安全

隐患2978 处,隐患整治力度和速度在全国位
居前列。

目前，我省铁路运营里程达 5952 公里，
其中高铁里程2377公里，居全国第4位。全省
14个市州、93个县市区通铁路，其中75个县
市区通高铁。随着全省铁路快速发展，铁路安

全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尤其是在高铁沿线，私
搭乱建、非法经营、倾倒弃土等安全隐患和问
题突出，影响高铁运输安全。

为保障旅客平安出行，11月以来，由省交
通运输厅牵头，联合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省
直相关部门和高铁沿线各级政府，对影响高
铁安全的彩钢瓦、塑料大棚、违章建（构）筑
物、易燃堆积物、跨铁桥梁等各类安全隐患进
行了排查整治，共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2978
处，并提前完成计划任务。

为春运营造安全出行环境

湖南整治高铁沿线安全隐患2978处 我省已累计制发社保卡5880多万张
跨地区跨银行社保卡办理“立等可取”

决胜

——脱贫攻坚亮点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湖南大力开展就业扶贫综述

湖南日报12月29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
讯员 汤俏）27日，由省人社厅主办的2019年
湖南省博士后研究成果及人才推介会在长沙
举行。

此次推介项目定位于工学、理学、经济

学、管理学等领域，紧扣我省重点产业和新兴
优势产业。高性能铝合金在5G手机和新能源
汽车上的应用等12个代表性项目被推介，湖
南省高新创投等 50 家投资机构受邀现场观
摩。中南大学、中联重科等 40 余家重点企事

业单位、博士后站点参会，提供1046个岗位，
重点招揽博士、博士后及中高端技术人才，年
薪最高达100万元。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吸引顶尖人才，我省
不断完善博士后工作站各项制度，创新博士
后服务理念和方式，让这些顶尖人才在湖南
安家无忧、专心科研。目前，我省已设立博士
后站点289个，研究领域涉及13大门类，涵盖
8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2019年湖南省博士后研究成果及人才推介会召开

千余岗位招揽中高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