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喻灿锦） 为了进一步凝聚湖南诗人的创作
活力,繁荣诗歌创作,8月2日，湖南省诗歌学
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在长沙蓉园
宾馆召开。会议通过了《湖南省诗歌学会章
程》，选举梁尔源任会长。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 中国诗歌
学会副会长曾凡华、 省文联主席谭仲池等
出席并讲话。 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作协副
主席谭谈、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作协、
《诗刊》杂志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以及省
诗歌学会首批会员共160余人。

据了解， 湖南省诗歌学会目前有会员
300余人。梁尔源表示，学会将注重发展青
年会员，培养好诗歌队伍，为湖南诗歌未来
的发展储备力量和资源。创办会刊《诗歌世
界》， 为会员的精品力作提供发表的园地。
将进一步谋划湖南诗歌重大项目， 争取设
立湖南诗歌创作奖励基金， 争取全国性的
诗歌大奖落户湖南，争取设立“湖南诗歌杰
出贡献奖”、“湖南优秀诗人奖”。 力争每年
出版一套湖南实力诗人诗丛， 每年出版一
本《湖南年度诗选》，激发湖南诗歌创作与
研究的热情。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时间有形，无形。有些时间可以流走，
有些时间需要定格。

2015年8月2日，需要定格。因为诗歌，
因为诗人，因为对精神家园的坚守。

这一天，湖南省诗歌学会成立。酷热的夏
天，吹来一阵凉爽的诗歌之风。作为这个学会
的一员，我赶了一个清早，从河西来到河东的
蓉园。我觉得只有太阳比我起得早点。

乡野有墟场，要赶墟。蓉园有诗场，要赶诗。
股市下跌，诗歌上涨。股市怎么能与诗

歌相比？诗歌有几千年的历史。《诗经》远远
胜过《股经》。

参加这样一次诗歌盛会，我感受最深的
是， 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些爱诗爱到骨髓里的
人。 比如会长梁尔源， 比如常务副会长罗鹿
鸣，比如专职副会长匡国泰。这是湖南省诗歌
学会的“三驾马车”。他们是一批想干事、会干

事、能干事的人。一句话，跟着他们有奔头。
很多诗人来了，笑一笑，打个招呼，说

几句话，都是对诗歌的痴迷与敬畏。
昔日的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来了两

驾，我望着彭国梁，想起了“老马识途”。诗人
书法家谢午恒来了， 还是那样慢条斯理、有
条不紊。“华南虎”黄曙辉来了，成了我的隔
壁邻居，搭他的车到河西时他没要我的汽油
费。 普通话与涟源方言夹杂的刘清华来了，
他的脑壳很突出， 影响我给主席台照相。起
伦、金迪、黄明祥、吴昕孺、龙红年、胡述斌、方
雪梅、碧云、陈新文、龚志华、卢宗仁、陈颉、海
叶、马笑泉等这些老伙计也来了，吃自助餐
时个个自觉排队，排起来像一首长诗。

天气很热，蓝天也蓝。白云一朵一朵的。
当黄曙辉将我“卸”在长沙河西，我一下子变
成了短诗。日子长着呢，诗歌长着呢。

湖南省诗歌学会起步了，起步得当，起
步得力。诗歌马拉松开始了。

诗人兴会更无前
———湖南省诗歌学会成立侧记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陈薇 ）今
天，记者从湖南图书馆获悉，由湖南图书馆
主办、湖南省各市（州）公共图书馆联办的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活动从现在起面
向全省公共图书馆的读者开始征稿。 征文
主题分为“不忘历史·灾难深重”、“民族精
神·缅怀先烈”和“珍爱和平·歌唱祖国”三
个篇章，读者可任选一主题参加征文。据了
解， 本次征文字数限制在500-2000字以
内，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读者可通过http:
//hntsg.chineseall.cn/html/org/hntsg 平
台进行投稿， 或投稿至邮箱txhn@library.
hn.cn。本次征文的报送时间从即日起至8月
27日截止。

湖南图书馆开展
纪念抗战胜利征文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钻深吃透”对接高端应用
铝合金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难道也是新

材料？
陈江华教授可不这么看：“铝合金依然是

不可或缺的高端材料,特别是在现代交通和国
防装备的轻量化应用方面。 空客A380客机机
翼上的一根梁，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铝合金锻
件，长6米多，重3.9吨。”

陈江华， 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
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院长。 他利用先进的高分辨电镜技
术，在国际上第一个揭示了轿车车身用铝合金
板材强度变化的微观规律 ， 首次观察到
6ＸＸＸ系列铝合金中早期硬化析出相（GP
区）中合金元素原子的排列规律，揭示了GP区
中原子排列演变的驱动力。多年来，他的实验
室通过承担国家973课题、 国家基金委和国防
科工局的科研项目，对各类高性能铝合金的基
础科学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7月29日， 陈江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我们研究透铝合金的微观结构、原子排列，
就可以从本质上诊断材料是否健康可靠，给出
解决其体质疾病问题的方法。”

从2009年开始，他组织湖南大学课题组，
与诞生了我国高速列车多个“第一”的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光是
企业委托的科研经费就达到800余万元。

工信部发布的《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已经提出：以轻质、高强、大规格、耐高
温、耐腐蚀、耐疲劳为发展方向，发展高性能铝
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重点满足大飞机、高铁
等交通运输装备需求。

“目前与高铁的对接应用已经成熟，但与
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对接，还需要相关行
业和部门的了解、信任和支持”。陈江华说。

与时俱进“掘金”传统产业
今年7月20日，湖南大学教授、湖南大学陶

瓷研究所所长肖汉宁与醴陵市签订高性能陶
瓷膜项目投资框架协议。肖汉宁拥有该项技术
的6项专利，他认为，陶瓷产业要开辟新蓝海，

“跨界”环保领域是一种可行思路。
据了解，高性能陶瓷膜的“孔径”仅为纳

米级、微米级，相比传统过滤材料，在工业废
气净化、饮用水过滤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目
前全球仅日本、 新加坡等少数国家掌握该项
技术， 预计在国内将有千亿元量级的庞大市
场。

正因为新型陶瓷在工业技术领域的应用
市场潜力巨大，看似“已近夕阳”的陶瓷产业，
开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苹果最新一代的腕

表，已经将陶瓷作为表壳材料。来自省经信委
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省工业陶瓷总产值约
320亿元，已经在长沙经开区、醴陵市、新化冷
水江地区形成了三大产业集中区。

“我国特高压和高铁正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高强度、高可靠性瓷绝缘材料的市场需求
将进一步扩大。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发力的
重点。”肖汉宁告诉记者。

不仅是陶瓷，作为传统非金属矿物的石墨，
正成为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南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刘洪波告诉记者，以碳纤维、锂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各向同性石墨、高导热石墨
为代表的先进炭石墨材料是国内外研究的热
点，最新开发的石墨烯更是被广泛看好。

湖南大学也是我国少数开设有碳素专业
的高校。刘洪波介绍，该校先进碳材料研究中
心，正致力于研发高性能碳纤维材料及其复合
材料，将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材料领域开展应
用研究。

加快成果转化大有可为
湖南大学材料学科ESI（基本科学指标数

据） 排名早已进入世界前1%。 推进产学研结
合，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加快产业
化、规模化，还有很大空间。

“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但长久以来遗留
下大量金属固体废弃物。 通过注入科技力量，
是可以变废为宝的。”肖汉宁举例说，以前综合

利用高炉渣制造水泥， 现在科技创新提速，可
以用来制造具有玻璃和陶瓷双重特性的微晶
玻璃，实现更大幅度的增值。目前，已与上海宝
钢开展了相关合作，第一条中试（即产品正式
投产前的试验）生产线预计下半年投产。

而在刘洪波看来， 天然微晶石墨是湖南
的优质资源， 储量、 产量及质量位于世界领
先， 湖南大学已对深加工技术开展大量前期
研究， 低成本纯化和高端应用技术开发的前
景看好。

不仅如此， 湖南汽车产业近几年快速崛
起，采用铝合金冲制汽车车身，或有广阔的发
展前途。一般来说，全铝车身的优点是节能减
排，可为整车减重10%以上。

“目前我国制造的量产汽车，包括合资品
牌，还没有一款使用全铝车身。但多款进口车
型已经使用全铝车身， 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
大趋势。我们高校的科研优势明显，能不能在
这方面助湖南汽车加一把力呢？” 陈江华说，
过去更多地关注与材料生产企业的合作，今
后应加强对接上游装备行业， 使高品质新材
的开发应用成为“2025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
力。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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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有“材”
———湖南新材料产业聚焦

材料专业是湖南大学的王牌专业，其起源于20世纪初期开办的矿科、窑科和机械
科。眼下，更是在铝合金、陶瓷、石墨等领域的研发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湖南大学：逐浪“新材”蓝海
■成“材”之道

新材料，是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基础和先
导。材料的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会对原先的制造体系，
包括设备、技术、标准等造成颠覆性的改变。这也是我
们常说的“一代材料成就一代装备”。

我一直以为，研究新材料不能靠“撞运气”。单纯
依靠研究大量原材料， 在偶然间发现了某一种材料
的优异性能，然后总结科研成果、课题完成“交差”，
这是不行的。 我们也不能靠单纯模仿国外的材料产
品和材料工艺，只知道材料及相关工艺的终态，而不
知如何达到细致工程。因为，这样研究出的成果，是
无法批量化应用，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我们的新材
料产业要突破瓶颈、更上台阶，就必须真正摸透材料
的本质和规律，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像医生看病一
样，病人感冒了，就要诊断出是扁桃体炎还是病毒性
感冒，找到病灶对症下药。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陈江华

■造“材”感言

对新材料，
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铝合金门窗、铝合金汽车轮毂等寻常
物之外， 最小众最拉风的特斯拉电动汽
车，就是全铝车身。长沙已经有开卖特斯
拉的车行， 起售价超过70万元人民币。不
仅是炫酷的外表，拥有先进电动动力的特
斯拉可以实现瞬间加速， 只需5.6秒就可
达到100公里时速。

陶瓷更是家居日常用品，但你可能没
留意到的是，水龙头里面也有陶瓷 ，而且
很有可能是 “湖南制造”。 在娄底市的新
化、 冷水江地区聚集了230多家特种陶瓷
企业，其中，水阀片瓷件的系列产品已经
占到全国市场的80%以上份额。

再说石墨 ， 最常见的干电池中有石
墨棒 。而随着科技进步 ，石墨的衍生新
材料石墨烯 ， 可能全面走入你的生活 。

简单来说 ， 把石墨片剥成单层之后 ，得
到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的单层物质就
是石墨烯 。 石墨烯也是世界上罕有的 ，
最薄 、最坚硬 、室温下导电性最好且拥
有强大灵活性的纳米材料 。研究并发现
石墨烯的英国曼 彻 斯 特 大 学 2位 科 学
家 ，也因此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
奖 。

拥有强大特性的石墨烯 ， 有望广泛
应用于触控显示 、智能穿戴 、洁净能源 、
航天军工等领域 。今年3月 ，全球首批量
产石墨烯手机已经在
重庆发布 ， 具有更高
的触控性能 ， 更长待
机时间和更优的导热
性能。

■用“材”点滴

铝合金、陶瓷、石墨：
新材料应用“真有用”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严万达

� � � �名片
米海兵，1982年9月出生，湖南辰溪县

人，1999年9月入芷江师范学习，现为湖南
海斌动漫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美术
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故事
� � � � 7月7日，“七七”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米海兵推出了国内首部抗战故事漫画作
品《芷江1945》， 引起全国漫画艺术界关
注。7月27日， 他与记者聊起漫画创作之
路，娓娓而谈。

童年时， 生活在辰溪农村的米海兵，
漫画书成了他闲暇时光里的最爱。老漫画
家方成、夏大川、廖冰兄的作品，他看得滚
瓜烂熟。

“那时只看不画。”米海兵说，真正开
始接触漫画创作， 是在芷江师范读书时，
学校美术老师唐光雨擅长漫画， 受其影
响，自己也拿起了画笔。

当时，唐光雨教美术史课程，因个人偏
好喜欢在课堂上讲些漫画知识。米海兵悟性
好、人勤快，唐光雨便倾囊相授漫画之道。

芷江师范毕业后，米海兵到怀化市区
一所小学任教。痴心漫画创作的米海兵开
始以挤牙膏似的韧劲， 描绘自己的漫画
梦。每晚挑灯创作，双休日就去书店、旧书
摊淘漫画书，细心临摹。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为漫画而生的
人。不漫画，不人生，通过创业，我拥有了
自己的漫画公司、出版公司。”米海兵有和
同龄人不一样的梦想，2006年， 他辞掉教
师工作，成立了自己的漫画工作室。

从开始时画当时流行的单幅讽刺类漫
画，到现在创作网络和手机漫画，米海兵经
历了中国现代漫画转型的过程。“必须不断
求新求变，否则就会落伍。”米海兵说。

2014年，米海兵成立湖南海斌动漫文
化有限公司，公司以漫画原创、绘本创作
及插画制作为主，兼营动画片、游戏与软
件开发、制作、销售等。目前，米海兵已发
表作品8000余幅， 出版漫画作品集11本，
为国内知名网络平台创作和输送手机漫
画作品30万余屏。

米海兵创作的漫画作品《芷江1945》，
讲述了抗战最后一战湘西会战以及芷江
受降的故事，以一个普通日本士兵和一个
湘西小伙为故事主人公。

“跟许多抗日文艺作品不一样的是，
漫画《芷江1945》是以和平为出发点，从人
性的角度来反思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
错误性，以及战争带给两国青年的痛苦与
创伤。”米海兵介绍，为了珍重历史，其漫
画创作团队走遍了湘西会战遗址，收集了
大量历史资料。

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主
任徐鹏飞评价， 许多优秀的抗战题材漫
画，大都是单幅的政治讽刺漫画。而我们
所见到的叙述性故事，漫画大都是娱乐性
的。《芷江1945》的出现，赋予了漫画这种
艺术形式以新的使命。

米海兵：“不漫画，不人生”

湖南日报 8月 2日讯 （通讯员
陈小玉 记者 李国斌） 受美国加州
蒙特利公园市邀请， 宋旦汉字艺术
美国（洛杉矶）展于7月31日在洛杉
矶长青书局开幕。 湖南籍视觉设计
跨界艺术家宋旦创作的80幅“中国
汉字”作品，在太平洋彼岸，吹起了
浓郁的“中国风”。

展览作品分“创意水墨汉字”和
“百家姓姓氏壶号”两部分。50幅“创
意水墨汉字”作品，乍一看，非常有
趣；细细品味，富有哲理，意味深长。
“大道至简”、“舍得”、“有无相生”等汉
字词语，经过宋旦的创意，散发出形
意之美、禅境之美，生活妙趣与哲学
思辨尽显其中。在30幅“百家姓姓氏

壶号”作品中，宋旦把李、王、张、刘等
百家姓完美融入到“壶”的造型中，每
一个姓氏壶造型相似，又各有特色。

当天，美国政要、文化名流、专
家学者、收藏家、企业家、在美华人、
艺术爱好者和媒体记者近千人出席
开幕式。参观者们细细品味，认为宋
旦的汉字艺术“很有意思，越品越有
味”。

宋旦是中国当代著名视觉设计
跨界艺术家， 师承著名金石书画大
家李立， 曾连续多年蝉联中国设计
最高奖。 现为湖南省青年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 中国吉祥文化艺术馆艺
术总监，入选湖南省文艺人才“三百
工程”。

宋旦汉字艺术惊艳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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