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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张颐佳）
今天，由长沙市委宣传部主办，长沙市
媒体艺术发展中心承办的“C+C 全球
青年创新伙伴关系计划”路演在长沙举
行，长沙以“C+C全球青年创新伙伴关
系计划”向世界青年发出邀约。

长沙于2017年11月获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媒体艺术之
都”荣誉称号，连续3年举办了“一带一
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为各国青年搭
建了文化交流、心灵沟通的平台。3年来，

已有111个国家的280名青年参与、分
享相关活动。5月20日晚，北京在线上召
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长沙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0‘一
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特别对话”
活动。为呼应北京线上活动，长沙结合城
市特色实时配套推出“C+C全球青年创
新伙伴关系计划”及“体验长沙媒体艺
术”驻留计划，并组织路演活动。

“C+C 全球青年创新伙伴关系计

划 ”聚 焦 CREATIVITY（创 新）和
CULTURE（文化）两大元素，以资金、
政策、平台展示等多种措施为青年的发
展提供机会，通过论坛 IP、青年驻留计
划、媒体艺术节会活动、马栏山媒体艺
术集聚区建设等举措，为全球青年搭建
交流互鉴和学习互通的平台，助推青年
在创意和遗产领域作出积极贡献。

该计划将以持续举办“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和遗产论坛为载体，以公开征
选的方式邀请 1000 名世界各地青年

代表来长沙进行创意驻留和创新创业，
为符合条件的青年创新人才提供技术
支持和资金引导，支持一批青年创意作
品在论坛和媒体艺术节会活动中落地
并展示，通过这种方式，推动长沙与世
界各地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活动现场，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
院、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长沙理工
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被授予“长沙媒体艺
术教育实习基地”牌匾。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员 罗瑶 陈卫）今天，长沙市岳麓
区举行“致敬我的同乡英雄·文创在行
动”主题活动，正式发布公益文创作品

《我和我的国——疫往情深日记》，率先
赠予湘雅医院等医疗机构的 20 名医务
人员。

为记录抗疫历程、致敬抗疫英雄，从
3 月下旬开始，岳麓区文创协会积极收
集资料、编辑文本、设计版式，花费 2 个
多月时间，推出公益文创作品《我和我的
国——疫往情深日记》。日记分上下两
篇，上篇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万里尚为邻、相助无远
近”“冬去春来、繁花与共”四部分构成，
以时间为轴，选取近 100 个感动人心的
抗疫瞬间，旨在立此存照，记住特殊时期
的经典人和事；下篇选取 100 名来自全

国不同身份抗疫者的暖心话语，既有医
学专家也有普通务工者，既有机关干部
也有司机学生，构成百人百语篇章，并设
计成页眉，大量留白以供收藏者书写记
录。同时，还以金榜拉页形式，将湖南援
鄂的 1502 名医务工作者的名字进行归
集展现。

“英雄的医护战士，不忘这珍贵的历
史时刻”“愿世界早日从新冠疫情中走
出，期盼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翻开日
记，钟南山院士和张文宏教授的亲笔题
词映入眼帘。据日记出品人、省设计艺术
家协会文创专委会主任、岳麓区文创协
会会长萧鑫介绍：“把样稿寄送给钟南山
院士和张文宏教授后，得到了他们的充
分肯定和全力支持，分别抽出时间亲笔
题词，令人充满敬意、备受鼓舞，希望激
励人们珍惜当下、团结奋进。”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唐远）5月25日晚8时，“国宝国
乐 国韵湘音”云上音乐会将在湖南省博
物馆上演。从诗经箫韶到楚辞南风，从象
纹铜铙到古乐编钟，从二十五弦瑟到七
弦独幽，用古乐讲述中华民族的绵长故
事，解密湘人楚歌的文化基因。

本次活动策划、湖南省歌舞剧院副
院长张音悦介绍，音乐会分为《国韵》《楚
风》《长歌》3 个章节，将分别呈现商周、
楚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化艺术瑰宝，
每个章节都将有一件国宝与一件乐器对
话。

在《国韵》章节亮相的是象纹大铜
铙、“皿而全”铜方罍。古铙的敲击声、编
钟编磬的合鸣声中，身着华服的舞者将
引领观赏者梦回商周。方锦龙的五弦琵

琶与吴琳的箜篌互和，展示古人“投我以
木桃，报之以琼瑶”的传统美德。

在《楚风》章节，虎座凤鸟漆木架鼓、
T 形帛画携手相伴。陈小朵的花腔高音
与笙、筝之音跨界融合，尽现楚人对祖国
河山的眷恋；二胡、大阮与乐队齐奏，湘
夫人在水一方的离愁倾泻而出；笛子与
笙合鸣，描绘“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意境。

湖湘先哲王船山珍藏的独幽琴与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等，将在《长
歌》章节展开对话，畅谈湖湘大地生生不
息的诗意之美。

本次音乐会由长沙银行、湖南省博
物馆、长沙博物馆主办，湖南省歌舞剧院
承办并演出。通过“一通文化”微信公众
号全程直播，感兴趣的观众可免费线上
观看。

国宝与国乐共奏的音乐会，
你来听吗

湖南日报5月 20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李叶）提香、莫奈、雷诺阿……
任何一个都是在世界艺术史上闪闪发光
的名字。如今，他们将组团“空降”长沙，
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5 月 29
日，“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欧洲绘画五
百年”将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

60件珍贵的艺术作品，来自美国十
大艺术博物馆之一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艺
术博物馆。这座成立于 1883 年、被誉为

“百科全书式艺术博物馆”的博物馆，馆
藏藏品时间跨度 5000 多年。这次，他们
精心挑选的欧洲油画是首次来华展出。

展品皆为 14 世纪至 19 世纪的欧洲

绘画精品，时间跨度达 5 个世纪；艺术
家来自意大利、荷兰、英国、法国等不同
国度，几乎覆盖大半个欧洲；风格涵盖
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写实主义与
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现
实主义、印象派等欧洲艺术史上的重要
流派。看看都有哪些画作？提香《男子画
像》、威廉·卡尔夫《中国青花瓷罐静
物》、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埃及
的第五次瘟疫》、克劳德·莫奈《查令十
字桥》、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戴帽
子的小女孩》、伦勃朗·凡·莱因《自画
像》……来一次时光的穿越，与大师相
遇吧！

穿越时光遇大师，
来湘博看欧洲绘画五百年

湖南日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黄军山）5 月 19 日
下午，长沙市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了今年长沙市中小学招生
入学政策。记者了解到，今年主体政
策保持稳定，但有考试时间、特长招
生、体艺后备人才培养等8个方面的
调整。

据了解，今年，长沙市有小学毕
业 生 93354 人,初 中 毕 业 生 84963
人,与去年相比，城区小学毕业生约
增加 1500人，城区初中毕业生约增
加 1350 人。望城区自 2020 年起高
中招生纳入城区统一管理。

据介绍,今年的招生入学主体政
策保持稳定，小学继续实行公示学

区、划片招生、注册入学；小学升初
中继续按照单校划片（对口升学）、
多校划片和配套入学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试科
目、命题组考、成绩呈现等基本保持
不变，高中招生继续实施“学业等
级+综合素质评价”录取。

但招生入学政策也有 8 处调
整。中考中招时间适当延期，今年
中考时间为 7月 16日至 18日，中考
成绩 7 月 31 日揭晓，城区小学升初
中联合微机派位时间为 7 月 4 日，8
月中旬进行初中、高中招生录取工
作；全面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
长招生；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实行超
员摇号；创新体艺后备人才培养模

式，按照项目特色下达人才培养计
划，委托基地进行培养；规范特色
学校招生，从今年起，义务教育阶
段不再新批特色学校，原有体育学
校、艺术学校以及外国语学校严控
特色办学规模，大幅减少特色招生
计划；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整
合劳动教育相关内容纳入初中综
合素质评价体系；疫情防控一线人
员子女入学享受政策优待，对获得
表彰的援鄂及长沙市公共卫生救
治中心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其
子女限在 2020 年招生录取时享受
优待政策；望城区中考招生纳入城
区统一管理，高中招生设立3年过渡
期。

长沙市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公布
有8处调整，全面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长招生

湖南日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肖正湖）5月19日，
湖南非遗购物节暨网红直播带货大
赛在常德桃花源景区启动。湖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与腾讯、阿里巴巴、拼
多多、京东、苏宁、美团、抖音等 10
家电商平台合作，推动湖南非遗全
面与电商融合，开辟传承保护新途
径。

为推动非遗行业复工复产，省
文旅厅于5月19日至6月13日举办
本次活动，组织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非遗中华老字号及非遗企业、传承
人线上集中开展销售活动，在雨花
非遗馆、火宫殿等场所举办线下促
销活动。合作电商平台为“湖南购物

节”集中推出支持政策。其中，淘宝
网提供了手机淘宝穹顶搜索资源支
持。5月19日至21日，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湖南非遗购物节”，即可进入
好店推荐专场。

在启动仪式上，省文旅厅发布
了八大举措，包括启动湖南非遗购
物节；在 10 大电商平台开设湖南非
遗馆和专场；分步分类分批推进非
遗工坊、企业、传承人进驻电商平
台；引进社会力量帮助传承人或企
业对接电商平台，提供打包对接、代
理运营、代销产品服务；确保所有非
遗工坊进驻平台；发动研培计划参
与院校、传统工艺工作站，为传承
人、非遗工坊和企业开展网络销售

培训，提升产品设计水平和市场竞
争力；举办网红直播带货大赛，打造
湖南非遗品牌；对优秀非遗品牌开
展跟踪服务，为其品牌配套组织个
性化需求对接。

活动现场，花瑶挑花、宝庆瓷刻
等 10 个非遗项目与 10 名网红主播
积极互动。长沙非遗馆主播曹慧与
常德香品制作技艺传承人钟玲一起
直播带货，约 2 小时有 2500 余人次
网友走进直播间。200 多人次通过
直播橱窗进入网店，线上线下产生
订单 23 张。钟玲说：“这是我第一次
直播售货，销量超过预期。观众很热
情，和我们一直有互动，直播结束意
犹未尽。”

湖南非遗购物节暨网红直播带货大赛启动

湖南日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陈薇）因受疫情影响，云南丽江一个
以种植食用玫瑰花为主要经济来源
的村庄，有 100 余户花农的 200 亩
玫瑰花滞销，每日损失达 10 万元，
云南花市跌到谷底。湖南卫视《天天
向上》别出心裁，将“直播带货”这一
新兴购物方式与助农结合起来，发
挥了奇效。

节目组前往云南斗南花市录制
《助农吧！花花世界》专题节目，推广
云南当地鲜花产业，邀请“特别助
教”——电商直播的“带货女王”薇
娅做客，和天天兄弟一起，以亲身经
历教当地花农，分享直播经验，直播
推广当地鲜花。节目组还特别设置

“花农选秀”环节，鼓励云南当地花
农突破以往的售卖模式，转变经营
理念，利用“直播带货”的风口来“自
救”，促进线上鲜花销售，助力云南
花市的复工复产。5月17日晚，这档
节目在湖南卫视播出，广受好评，观
众们纷纷留言，请节目组附上购买
的链接，争相为云南的鲜花产业复
工复产奉献一份力量。

在湖南，龙虾产业和茶叶种植同
样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日前，《天天向
上》节目播出的《天天兄弟春游记》和

《朋友来了，一起助农！》主题节目，积极
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金井茶园和湘阴
小龙虾养殖基地鼓与呼。节目组立足于
当地农户最迫切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在
节目中设置体验任务，借用主持人和艺
人嘉宾的影响力，将当地的优势产业通
过平台推广出去，节目播出后，产生了
积极效果，赢得点赞。节目组透露，6月
初还会准备一场由天天兄弟带来的扶
贫晚会。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庹炼

5月19日下午3时，中南大学湘
雅三医院附近一家小旅馆。湖南农
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016
级学生胡吉铝，在这里开始一场特
殊的硕士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面
对电脑屏幕，胡吉铝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直到现在，他才相信自己参加
复试了。

这 场 复 试 来 得 太 不 容 易 了 。
2020年1月，胡吉铝报考了湖南农业
大学化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2月
24 日，以 351 分的成绩顺利进入复
试。谁知，进入复试的喜悦没持续多
久，胡吉铝就开始出现头晕头疼、高
烧不退的症状，在家门口的医院治不
好，4月中旬，他从老家娄底涟源来到
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分院看病。医
生拍了CT，怀疑脑内有肿瘤。胡吉铝

想着即将到来的研究生复试，心急如
焚，给班主任刘辉打了电话。

4 月 30 日，正在吃午饭的刘辉
接到电话，下午就到医院看望胡吉
铝。看到家庭困难却一直努力学习，
成绩在班上排名前列，大二还进了老
师科研团队的学生没有被病魔击垮，
还一心想着研究生复试，刘辉感动了。
她立即将情况告知学院学工部和班上
的学生，同学们发起了捐款。“五一”期
间，她又多方联系医生。5月7日，胡吉
铝住进了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初步
确定为脑内淋巴瘤。

获知胡吉铝的情况后，湖南农
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和研究
生院老师多次赴医院探望，第一时
间安排老师送去复习所需资料。胡
吉铝治疗之余，克服病痛的折磨，时
常翻看专业教材，通过 QQ、微信和
老师、同学们沟通专业问题。

复试一天天临近，但“云复试”

所需要的场地、面试设备、网络环
境，对于病床上的胡吉铝来说，太难
了。“一个都不能少！”湖南农业大学
研究生院和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专
题讨论后，决定特事特办，确保胡吉
铝能顺利参加复试。

在单人病房复试的方案被医院
否决后，考点定在医院附近一家较
为安静的旅馆里。5月 15日下午，刘
辉和学位点周智老师、助理班主任
带电脑在医院外科大楼楼下对胡吉
铝进行了心理测试，又在旅馆房间
里架好双机位、调试好网络。5 月 17
日晚，老师们又到医院和医生沟通。
5月 19日上午，再次前往旅馆，带去
电脑，确保和湖南农业大学校内考
点联通无障碍，并让病房里的胡吉
铝熟悉“云面试”的流程。当天下午2
时 30 分，从病房里把胡吉铝接到旅
馆考点。5月 19日下午，胡吉铝顺利
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复试。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谢莹苹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艾康慧
从小到大一直用这句话激励着自己不断
求索。近日，她荣获 2019 年本专科生国
家奖学金。家庭贫困的艾康慧没有辜负
国家的培养和社会的资助，凭借自己的
努力成为了家庭和学校的骄傲。

自强之星：用知识改变命运

艾康慧出生于湖南邵阳县的一个偏
远贫困的小乡村，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
从小跟着外婆生活。

“有一次我攒够了车票钱，独自一个
人坐火车去浙江找他们，我看到爸爸妈
妈起早贪黑，工作非常辛苦。那时候，我
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用知识改
变命运。”艾康慧说。

天有不测风云，上高中的时候，艾康
慧的父亲失业、母亲生病，为了供她和哥
哥读书，家里四处借钱，债台高筑。考虑
到家里的实际情况，艾康慧高中毕业后
选择外出打工。她做过服务员，由于不善
沟通、常常被顾客指责；她做过销售员，
因不懂推销技巧，没有业绩而被老板辞
退……迷茫过后，艾康慧选择了重返校
园，最终考上了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上大学后她
选择了勤工俭学，在卖场做过导购，在街
道发过传单，还在市场摆过地摊。大学期
间，她获得了“十佳大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自立自强青年”“优秀大学生标兵”
等20多项荣誉，被湖南同心温暖工程评
为年度“励志之星”，还接连拿下了国家
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
等。

学习达人：用匠心成就自我

机电一体化专业对于一个女孩子来
说学起来并不容易，可艾康慧却成为了
同学们心中的“学霸”，专业成绩一直稳
居全年级第一。

她仿佛天生适合做一名工匠，身上有
一股“钻”劲，更有一股“韧”劲。大二时她
进入航空机械制造学院专业技能小组参
加培训，由于不熟悉，首次练习时她操作
的四种机床类型都没有合格。此后，她利
用大家休息的时间，反复练习，终于在后
来的考核中取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2019年暑假，艾康慧参加了机电一
体化省赛。“比赛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
编程，刚开始我看不懂程序记不住代码，
更加不知道怎么编写。”面对全新挑战，
艾康慧迎难而上，每天从早到晚坐在机
床前练习编程，经常一呆就是12个小时
以上，累了就趴在工作台休息一会。

天道酬勤。今年1月，艾康慧作为长
沙航院代表参赛的唯一女选手，斩获湖
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高职组机电一体
化项目第一名。目前，她已被空空导弹研
究院录用。她说：“走上工作岗位就是新
的起点，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我希望在
竞技中继续提升自己。”

励志之星艾康慧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杨跃武 陈子慧）5 月 18 日，上
海大学与湖南省文物局在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长沙铜官窑基地签订全面
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约定合作进行考古
学专业人才培养、开展重大科研项目的

申报和实施。通过上海大学学术带头人、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学者
互相授课带徒的方式，培养人才、协同创
新研究工作。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立上海大学大学生校外创新实践基
地，开展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
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工作。

上海大学与湖南省文物局携手合作
共同培养考古人才合作重大科研项目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梁进军 肖珂）
5月18日上午，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联合省教育厅及省科技协会
采用线上形式，在长沙共同举办
2020 年湖南省全民营养周和

“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
传活动云启动仪式，并邀请营养
学专家通过微课堂围绕全民营
养周主题开展科普宣讲。

2020 年 5 月第三周是第 6
届全民营养周，主题为“合理膳
食，免疫基石”。结合疫情防控需
要，今年将集中普及合理膳食对
于增强免疫、防疫疾病的基石作
用和相关知识技能，重点宣传奶
类和大豆等优质蛋白来源，倡导
树立新食尚，推广全民分餐制，
摒弃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推动
国民健康饮食习惯的形成和巩
固，将国民营养计划和合理膳食
行动落到实处。今年5月20日是
第31个“5·20”中国学生营养日，
本期主题是“合理膳食倡三减，良
好习惯促三健”。倡导减油、减盐、
减糖，形成健康口腔、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据了解，主题宣传活动期间，全省
还将持续组织线上和线下各类活
动，广泛开展营养宣传教育。

钟南山院士、张文宏教授题词

一本特殊日记致敬抗疫英雄长沙向世界青年发出邀约
“C+C全球青年创新伙伴关系计划”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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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特殊的研究生复试

我在星城
献出爱
5月20日，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机采献血屋，罗先
生与邓女士夫妇一起献血。
当天，长沙血液中心启动“我
在星城献出爱”主题活动，号
召市民捐献血液。同时重新
启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机
采献血屋，方便长沙爱心市
民就近献血。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