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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胡信松 曹
娴） 今天， 第二届矿博会举行高峰论
坛， 来自航天科学、 矿物、 宝石、 化
石、 陨石等领域的中外专家、 政要及
国际行业领袖齐聚一堂， 围绕“地学
科普与国际交流” 主题， 交流业界最
新成果和信息， 进行一场全球行业高
端对话。 副省长李友志出席并致辞。

矿物、 宝石、 化石， 这些蕴藏在
地球内部的宝藏， 这些藏于人类文明
发展长河中的绝世珍品， 在历史的光

环中， 愈加闪亮。 如何进一步了解这
个星球， 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
存的家园， 与会专家就这一主题展开
深入交流。

高峰论坛分为上下半场， 12位矿
物、 宝石、 化石、 博物馆领域的专家

代表， 围绕“地学科普与国际交流”
主题发表了演讲。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矿物晶体实验室研究室主任杨和雄发
表题为“全球矿物数据库： 从此改变
矿物学” 的演讲； 原国际矿物协会主
席谢先德院士则向与会者介绍“近年

来我国发现的新矿物”； 中国地质科学
院院长王小烈等业界领袖都发表了引人
入胜的精彩演讲， 引来观众掌声不断。
同时专家们还积极与观众进行现场互
动， 释疑解惑。

据了解， 美国国家矿物晶体实验
室有意将矿博会作为年度矿物学最新
成果和新矿物发布平台， 并将协助矿
博会在中国建设华夏矿物研究科普推
广中心， 为国内矿物学科普推广提供
技术支持。

本报记者 曹娴 胡信松

看———矿物化石宝石精品
目不暇接

第二届矿博会以世界矿物“精品矿
山”为主题，为人们带来一场矿（矿物晶
体）、宝（彩色宝石）、化（化石）、陨（陨
石）的顶级盛宴———

跟恐龙一样有名的“史前巨兽”
———猛犸象。此次矿博会上，全球保存
最完好的猛犸象化石从俄罗斯直接运
抵现场。

世界上“最早的花”———“辽宁古
果”。 这块距今约1.45亿年的被子植物
化石，清晰显示了胚珠被心皮包藏这一
被子植物的典型特征。

还有逾500公斤重的孔雀石蓝铜
矿、1700克拉的缅甸抹谷红宝石、迄今
为止发现的最好的碧玺晶体———“亚洲
玫瑰”、美国“甜蜜之家”菱锰矿、世界最
大的自然金标本、全球仅存的两件完整
始祖鸟化石之一……

作为一座鲜活的自然遗产“博览
馆”，湖南的郴州精品矿物晶体、崀山地
质公园也在矿博会上亮相。

玩———化石里找 “三叶虫”、
沙子里“淘宝”

在矿博会现场，人们可以亲自体验
化石考古的乐趣。记者看到，观众戴上
护目镜， 用工具砸开石灰岩和页岩，找
到其中的三叶虫化石后，可以把化石带
回家留作纪念。据介绍，“三叶虫”属海
里游移和漂浮动物，开始出现于早寒武
纪，古生代末全部灭绝，其化石是划分
地质时代的主要标准。三叶虫化石多保
存在石灰岩或页岩中。

展区还有模拟淘金池， 沙子里的
小矿石、宝石等着观众来“淘宝”；水晶
特展区， 原生形态的紫晶球石头可由
观众现场切割， 等待打开一刻带来的
惊喜。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这些互动活动

适合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参与，小朋友
既能体会动手操作的乐趣，又能从中学
到知识。

购———投资收藏有价值，
高端订制有个性

矿博会上的专家介绍， 晶体完整、
透明度高、造型奇特的矿物晶体升值潜
力大。若是大众想要投资收藏，可在博
览会上关注欧泊、孔雀石、瑶岗仙黑钨
矿、海蓝宝、碧玺、鱼眼石、萤石、祖母
绿、菱锰矿和坦桑石等矿物精品。

如澳大利亚的国石———欧泊，变彩
数目越多，变彩强度越大，价值越高。可
作工艺观赏品的孔雀石颜色鲜艳，纯正
均匀，色带纹带清晰，块体致密无洞，越
大越好。

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 这次矿博

会专设一站式“高端珠宝订制服务”，
包含宝石半成品选购、 鉴定、 创意设
计、 订制。 全球两大权威设计鉴定机
构———美国宝石研究院GIA与瑞士古
柏林宝石实验室（Gubelin）的专家会
坐镇现场， 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 湖南省黄金珠宝玉石制品质
量监督检验站也将入驻现场提供免费
鉴定服务。

矿博会期间，博览会将举办“矿晶
科普讲坛”， 国内外专家将介绍矿晶收
藏投资、科普价值等情况，交流国际矿
物领域的市场走向和科研价值。对于有
兴趣的观众，这是不可错过的绝佳学习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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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创意湖南， 文化湘军。 5月15日，
第十届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 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

当天的1号馆里， 观众人山人海。
记者漫步湖南展馆， “指尖上的文化”
让人眼前一亮， 天闻数媒的云课堂、
中南国际会展的幻影看非遗、 华声在
线的“无线湖南”、 华凯创意的虚拟漫
游体验等， 全方位展示了湖南文化与
科技融合的成果。

湖南展馆主打 “文化与
科技融合”

本届文博会， 湖南展馆以“文化
与科技融合” 为主题， 展馆里专设

“湖南文化企业展示区”， 各参展单位
通过文字、 图片、 视频、 实物、 产品
体验等多种形式， 展示湖南文化与科
技融合的成果。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以数字产品为
重点， 展示了“无线湖南” 等移动互
联网项目。 “无线湖南” 是华声在线
推出的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的
云媒体手机平台， 主要服务于湖南智
能手机用户。 据介绍， “无线湖南”
通过开发出新闻资讯整合传播平台、
公共信息发布查询平台、 市民生活信
息服务平台、 企业商务展示交易平台，
把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和商业传播
力， 从网站、 报纸延伸扩大到数量庞
大的手机终端人群， 是推动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芒果传媒携芒果互联网电视精彩
亮相。 前不久， 湖南广电提出“芒果
独播战略”， 今后湖南卫视拥有完整知
识产权的自制节目， 将由“芒果TV”
独播。 作为“芒果TV” 的重要组成部
分， 芒果互联网电视不仅拥有湖南卫
视独家自制内容资源， 还引进了海量
的电影、 电视剧、 体育赛事、 娱乐综
艺等优质内容， 为观众演绎全新的客
厅生活。

文化与科技融合， 用科技丰富文
化表现形式， 让文化产品丰富多彩。
湖南展馆里， 中南传媒展示了湖湘文
库数字版、 红辣椒评论APP、 湖湘地
理客户端等数字端产品。 青苹果数据
中心通过互动体验的形式重点展示全
民阅读移动平台、 少数民族语言移动
阅读平台、 U盘数字出版、 城市数字
图书馆定制项目。 华凯创意通过文字、
图片、 视频、 游戏产品互动体验等方
式重点展示公司新型科技产品和成功
项目案例。

湖南非遗精彩亮相

15日上午， 国家级非遗项目江永
女书、 踏虎凿花传承人出现在湖南展

馆， 让观众与湖南最具特色的非遗项
目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江永女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
性文字。 百闻不如一见， 当女书传承
人蒲丽娟现场展演时， 许多人被这种
独特的文字吸引。 蒲丽娟自幼受母亲
何静华言传身教， 全面掌握了女书读、
唱、 写和女红。 女儿出生后， 蒲丽娟
又把女书文字教给了女儿。 蒲丽娟说，
女书历来就是母传女， 一代代传至今
天。 而如今， 这种古老的传承方式已
经破坏， 她们家是仅存的祖孙三代传
习女书的家庭。

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谭盾， 创作出
交响乐 《女书》， 将于5月底在长沙演
出。 蒲丽娟表示， 谭盾等诸多人的关
注， 让她觉得自己更加有责任把江永
女书传承好。

展演现场， 泸溪踏虎凿花的省级
非遗传承人杨桂军正在凿一幅 《凤穿
牡丹》， 他表示， 要完成这一件作品，
需要两天时间。 踏虎凿花是“不用剪

刀的剪纸艺术”。 登上文博会的舞台，
杨桂军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 可以相
互交流保护传承的经验， 让更多的人
了解关注。 作为该项目唯一的传承人，
杨桂军有徒弟20多人， 其中“有几个
得意弟子”。 他的愿望是让踏虎凿花一
代代传承下去。

此外， 湖南非遗项目中最具代表
性的内容被制作成宣传片和3D展示
图， 在主舞台大屏幕和黑晶屏幕上滚
动播出。 红网通过把传统技艺和现代
科技相结合， 推出“湖湘记忆———湖
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交易馆”， 目前
展示馆内展示了40多项非遗， 并有20
余种产品上线。

把湖南展馆的内容“带回家”

数字化产品的交互体验， 是湖南
展团的特色。

华凯创意的“虚拟漫游”， 通过匀
速踩动人力车， 虚拟的世界在屏幕上

徐徐展开， 吸引观众争相体验。 快乐
老人云祝福互动游戏， 邀请观众参与
送祝福游戏， 拍照签名后可看到自己
的照片和祝福语投影在背景墙上。 天
闻数媒云课堂体验馆， 通过搭建模拟
数字教室环境， 使用先进的显示屏及
智真系统同步播出电子书包示范区师
生上课场景并与现场观众互动。

观众在湖南展馆不仅能够看到湖
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概况， 还能通
过视频、 展板等多媒体手段， 了解
《发现美丽湖南》、 《书记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 《我是歌手》 等湖南
文化品牌的制作过程及幕后故事。

更有甚者， 观众还可以把湖南展
团的展示内容“带回家”， 只要通过手
机扫描现场二维码， 整合了湖南文化
产业发展概况、 湖南文化企业和产品
介绍等内容的“湖南文化产业推介平
台”， 便瞬时成为观众的个人私享， 可
随时通过手机浏览。

（本报5月15日深圳电）

两湘企入选中国文化企业30强
本报深圳5月15日电 （记者 李国斌） 5月15日 ，

第十届深圳文博会开幕当天， 第六届 “中国文化企业
30强 ” 颁奖仪式在深圳举行 ，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据悉， 本届 “文化企业30强” 在评价指标上， 除
保留主营收入、 税前利润、 净资产、 纳税总额等指标
外， 突出强调了企业获奖和出口评价指标， 体现了对
文化企业要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导向要求。

省内演艺节目首次参演文博会
本报深圳5月15日电 （记者 李国斌） 5月15日晚， 由湖南省

话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创作演出的都市情感话剧《青瓷》，受邀参
加第十届深圳文博会艺术节，在深圳大剧院演出。这是湖南演艺
节目首次登上深圳文博会舞台。

长篇小说《青瓷》的作者以亲身经历，以商业财经为主线，以
男女情感为血肉，绘制了一幅21世纪初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清明
上河图》。该剧根据浮石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而成。原著精华主干都
在话剧舞台上精彩呈现。一幕幕紧密衔接的故事情节，一句句扣
人心扉的对白，一次次激烈的内心独白，让观众大呼过瘾。

“老百姓期盼的事
就是大事”

李微微重访农家解民困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张斌）5月14日至15日，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李微微与机关干部们时隔6年再次来到新化县水车镇
楼下村，夜宿农家，开展“重访农家解民困”活动。

2007年3月， 省委统战部建设扶贫队进驻楼下村，2年时间让
全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该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一栋栋
新楼拔地而起，鱼塘与稻田相映成趣，生态旅游初见雏形。

得知李微微再次到来，村民们非常高兴。14日晚在村民家留宿
时，村民罗湘华就用红纸手书“感谢建言信”，力陈修路、建房、旅游
三大建议，连夜送给李微微。李微微当即要求吸纳研究，帮助村民
们建设美好家园。在15日上午的座谈会上，村民们畅谈“希望把上
山的路修好”、“希望再扶一些持续增收的产业项目”、“乱丢垃圾等
不好习惯要改过来”……从开山修路到发展产业，从组织建设到改
进民风，句句是心里话。村民邹松秀刚从香港旅游回来，还希望村
里利用“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金字招牌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老百姓期盼的事就是大事，这也是群众路线的要求。”听完村
民的话，李微微强调，发展旅游产业关键要高起点规划，把村落保
护与建设发展结合起来，形成自身的底蕴和特色，并动员更多本土
人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扶贫帮困，形成互帮互助、和谐发展、共
同富裕的良好局面，把楼下村建设成“楼上村”。

期间，李微微还走访了9户人家，一路嘘寒问暖。村民罗东利左
脚异常肿大，并患有尘肺病和骨髓癌，一家人生活艰辛。李微微鼓
励他要有信心，并承诺帮助联系治疗。村民罗友民的儿子左腿因病
长期溃烂，李微微当即联系镇卫生院医生上山诊治。

进村前，李微微在新化县城出席了“同心工程”光彩扶贫助学
捐赠活动，长沙市新化商会32名企业家捐款305万元，用于家乡扶
贫助学和宣传推广。

韩永文率团出席
芬兰社民党党代会并访芬

本报5月15日讯（沈办）5月7日至13日，应芬兰社民党邀请，省
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韩永文率中共友好代表团出席该党第44届党
代会，并访问芬兰。

期间，韩永文会见了芬兰社民党主席、财政部长乌尔皮莱宁，
副主席维尼欧，中间党议会党团主席迪利凯宁、议会党团副主席普
马拉，芬兰外交部副国务秘书安多宁等。韩永文积极评价中芬党际
关系、两国关系及中欧关系，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
展历程，宣介了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湖南省实
际介绍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展情况， 就进一步推动中芬党际交
往，促进中国、湖南省和芬兰的合作与芬方交换了意见。

韩永文感谢社民党邀请出席该党党代会， 并向乌尔皮莱宁递
交了中共中央致社民党代表大会召开的贺函。他表示，芬兰社民党
和中间党都是芬兰政坛重要力量， 为芬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
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重视与社民党和中间党的友好关系，愿与
两党继续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党际关系和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韩永文表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
部署，这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也将为中芬合作带
来新的机遇。中芬可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文化创意等领域加强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湖南省也愿与芬兰加强交流，开拓合作领域，
促进双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

迪利凯宁、安多宁等积极评价两国关系，表示芬中经济优势互
补性强，芬兰愿与中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聚焦文博会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魅力
———第十届深圳文博会湖南展馆见闻

5月15日，
省委常委 、省
委 宣 传 部 部
长许又声 （左
五 ）等领导触
摸 水 晶 球 启
动 湖 南 展 馆
开馆 。 当天 ，
第 十 届 中 国
（深圳 ） 国际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交 易 会 在
深 圳 会 展 中
心隆重开幕。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花絮

交流业界最新成果 全球行业高端对话

第二届矿博会举行高峰论坛

穿越亿万年的约会
———第二届矿博会观展记

（上接1版）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均衡性转移支

付、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 向罗霄山片区6县重点倾斜。 鼓励金融
机构在罗霄山片区6县增设服务网点， 培育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
公司， 支持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和农业金
融体系建设， 支持融资性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担保业务， 推动融
资担保机构参与“银担合作” 试点。 选择安仁县作为金融扶贫试点
县， 逐步解决农民贷款难题。

加大用地计划支持力度。 适当增加片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优先保障纳入片区规划的交通、 能源、 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 以及学校、 医院、 通信、 电网改造项目的用地需求， 重点支
持纳入片区规划的旅游集散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 农林产品加工
等特色产业用地。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 谁受益谁补偿”
的原则， 逐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逐步提高公益林生态补偿
标准。 加大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筹集力度。 积极争取将
罗霄山片区6县全部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支持范围， 对目前
未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安仁县、 茶陵县， 省财政每年安排
1000万元补助。

着力推进精准扶贫。 建立罗霄山片区6县特困家庭学生助学
专项资金， 片区各县可在切块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每年每县安
排40万元助学补助。 从2014年起， 每年安排2个村实施贫困农户
危房改造、 整村推进试点。 支持罗霄山片区6县完善城乡低保制
度， 适度扩大城乡低保面， 实现应保尽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