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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李苗） 稻瘟病又被称为“水稻癌
症”。 湖南农大作物抗逆与种质创新团队
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水稻中存在3个逐
级调控的抗病基因，可协同抵抗稻瘟病。
该研究第一完成人刘金灵博士今天告诉
记者，育种家们正在寻找具有3个基因最
优组合的抗病水稻育种材料， 有望推出
抵抗稻瘟病的新品种。

3个基因中， 最先发现的是SPL11。
2004年， 湖南农大芙蓉学者王国梁在国

际上首先发现水稻基因SPL11负调控植
物细胞程序性死亡和抗病防卫反应，
SPL11表达降低显著增强了对水稻稻瘟
病的抗性。 但是，SPL11是如何工作来实
现调控目标，并没有弄清楚。

经过10年的继续研究， 湖南农大作
物抗逆与种质创新团队破解了SPL11的
工作路线图， 发现SPL11协同SPIN6和
OsRac1两个基因来调控水稻抗病性。

SPIN6是一个水稻抗病性调控的抑
制因子。 而OsRac1则是提高水稻抗病性

的正调控因子， 它的激活会提高水稻的
抗病能力， 但是过量表达又会使水稻产
生一种自我损害的过敏性坏死反应。 研
究发现，当水稻正常生长时，SPL11处于
不工作的“休眠” 状态，SPIN6通过抑制
OsRac1的活性，使水稻避免自身过敏性
细胞坏死反应的危害； 但当水稻被稻瘟
病菌侵染时，SPL11则被迅速唤醒，将
SPIN6泛素化后，扔进“基因垃圾工厂”
降解掉， 进而激活处于抑制状态的Os-
Rac1，阻止稻瘟病菌侵袭，并尽量避免产

生过敏性坏死反应。
在湖南农大生命科学楼的墙报上，

记者看到了相关研究结果的直观展示。
3个基因协同抵抗稻瘟病的水稻， 稻叶
碧绿无瑕； 3个基因有缺失的水稻， 稻
叶上出现稻瘟病菌灰斑。 该研究进展于
日前在线发表在国际权威核心期刊
《PLoS� Pathogens》（《科学公共图书馆
病原》）上， 为设计新的水稻病害防控策
略和培育抗病水稻新品种提供思路和靶
标。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
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洪文 ）

“太神奇了，没想到这里竟有
保存这么完好的清代石刻。 ”
今天，炎陵县传来消息，该县
文物部门负责人在鹿原镇柳
山村一农户家， 发现数方清
代石刻，惊喜不已。

据介绍，这些石刻刻制于
清朝道光丁酉年间， 原为当地
“唐氏宗祠”建筑雕饰。 上世纪
90年代，柳山村村民唐龙生将
年久失修的老祠堂买下， 并拆
旧建了新住宅， 祠堂里一些物
件也相继被族人搬走。 部分石
材因过重， 一直堆放在唐龙生
家后院。 这些石材有石墩、石
柱、石板等，形状、大小不一，上
刻各种吉祥图案和文字， 雕刻
精美，造型生动。

众多石刻中，一幅“双龙
戏珠”图石刻尤为光彩夺目。
该石刻长2.6米、 宽0.4米、厚

0.2米， 被平放在两个大型石
墩上。该石刻原为祠堂正门上
方石雕，象征吉祥喜庆，寓指
家族人丁兴旺、 事业飞黄腾
达。 院子中央，还呈弧形依次
摆放着6个门墩，上刻“富贵花
开”等图案，栩栩如生。

“老祠堂修建于清朝道
光年间， 石刻大部分为石灰
岩材质， 距今已有178年。”
提起一块已破裂的照碑， 唐
龙生有些惋惜地说， 拆除祠
堂时， 因村民不小心导致照
碑破损， 但幸好上刻“道光
丁酉年季夏月上浣之十七年
立” 等字样仍清晰可辨。

文物专家表示，此次发现
的石刻刻艺精湛，雕琢风格独
特， 具有较高历史和文物价
值，对研究当地民风民俗有着
重要意义。 目前，当地政府正
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对其进行
抢救性保护和利用。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吴晔 ）“冷江其
实并不冷哟，跑去很远迎客人
多热情， 涟水从古流到今哟，
追溯到源头一片读书声……”
这首由音乐家深入基层创作
的歌曲，唱出了娄底独具特色
的文化元素，已经红遍了娄底
的大街小巷。

4月8日，由娄底市政府与
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
“蚩尤故里·新化梅山”全国摄
影大展、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联
合举办的“那山那水那人———
美丽娄底”全国原创歌曲大赛
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这首《请
到我家看风景》获得特等奖。

为了更好地推介文化旅
游品牌，娄底市分别于2011年
和2012年启动了两项大赛。 赛
事启动后， 吸引了众多摄影家
和词曲作家积极参与。 中国摄
影家协会副主席朱宪民、 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刘宽新等摄影

家和上万名摄影爱好者数次深
入娄底乡村和重点厂矿企业采
风创作。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
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主席王
付林、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
副主席宋小明和国家一级作曲
家姚明、 廖勇等音乐名家深入
娄底城区、乡村、厂矿企业进行
采风。

参赛作品来自全国31个
省市区， 摄影大赛评出217幅
摄影获奖作品，其中袁小锋的
《紫鹊界》获特级收藏奖，刘九
钢的《五月的风》等5幅作品获
得金奖。原创歌曲大赛评出32
件获奖作品，廖勇作词、赵季
平作曲的《请到我家看风景》
获特等奖，刘翔的《梅山姑娘》
获金奖，该曲还在省旅游形象
歌曲大赛中同时获得金奖。

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龚
谷成中将，中国音乐家协会分
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建国出
席发布会。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
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曾晓风
王江梅） 以人民音乐家贺绿
汀和我党早期著名新闻工作
者严怪愚命名的“贺绿汀文
艺奖”、“严怪愚新闻奖” ，今
天在他们的家乡邵东县首次
颁奖。 4件获“贺绿汀文艺奖”
的作品、2件获“严怪愚新闻
奖”的作品，各获得1万元奖
励。另有34件文艺作品、18件
新闻作品分获两项奖励的提
名奖、优秀奖。

邵东县设立“贺绿汀文
艺奖”、“严怪愚新闻奖”，旨
在纪念两位邵东籍名人、传
承两位文化大师的风范，激
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
作者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
繁荣邵东新闻和文艺事业。

据了解，首届“贺绿汀文
艺奖”在文学、音乐、影视戏
曲、舞蹈、美术、书法、摄影等7
个门类中， 评选出获奖作品4
件，包括歌曲《竹篙一点船离
岸》、木偶戏《豆腐佬豆腐婆》、
工笔画《在八大山人的梦境里
游走》、摄影《梦里水乡》。 获得
首届“严怪愚新闻奖”的是消
息《我县民营资本返乡归田，
助推农业产业化发展》、 通讯
《干群亲不亲，就靠走得勤》。

贺绿汀、严怪愚都是邵东
县九龙岭镇人。贺绿汀是享誉
中外的著名音乐家，他创作的
《游击队歌》、《四季歌》、《牧童
短笛》等作品广泛流传。 严怪
愚被称为“新闻怪杰”，是我党
早期著名新闻工作者、抗战时
期著名战地记者。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龚卫国 欧佩 ） “感谢爱心
人士的帮助， 我一定努力学习， 以优异
成绩回报他们。” 4月7日， 受益于“思
源·繁星教育基金芷江助学行动” 的芷
江一中贫困学生小刘激动地说。

据了解， 北京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军是“思源·繁星教育基

金” 的发起人。 李军出生于芷江， 大学
毕业后创办了利亚德公司。 从2002年
起 ， 他一直坚持为家乡捐 资 助 学 。
2004年利亚德公司援建楠木坪中学，
先后捐资 100余万元 。 2014年 9月 ，

利亚德公司携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
会， 发起成立“思源·繁星教育基金”，
以在中国贫困地区实施教育扶贫工程。
从2015年起， 该基金设立“芷江助学项
目”。

在4月3日举行的“思源·繁星教育
基金芷江助学行动” 启动仪式上， “思
源·繁星教育基金” 颁发了一年项目基
金37.27万元， 芷江首批115名贫困学生
受助。

炎陵发现清代石刻

两项全国艺术大赛娄底揭晓

湖南农大发现3个基因协同抵抗稻瘟病

“水稻癌症”有望攻克

4月7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明德小学， 学生们在县文广新局的歌师带领下， 学习侗族大歌的歌
唱技巧。 2005年， 侗族大歌进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近年来， 该县文广新局采取
民族文化进课堂等方式， 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侗族民间文化。 李尚引 张红 摄影报道

传承文化大师风范
邵东设立“贺绿汀文艺奖”与“严怪愚

新闻奖”

“思源·繁星教育基金”芷江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