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杨会键）今天下午，湘雅二医
院的专家来到省军区樟木坝干休所，
为抗战老兵送去健康。

樟木坝在册抗战老兵有24名，年纪

最小的都已83岁高龄，老人们经常要寻
医问药。 湘雅二医院组成关爱小组，针
对老年人的常见病， 派出了由神经内
科、心内科、内分泌科、泌尿外科等科室
专家小组，为老兵们看病，接受咨询。

湘雅二医院为抗战老兵送健康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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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汤霞玲

12位年轻人，90天网络直播，
130多个机位，400余人的制作团队。
芒果TV正在创造中国互联网视频史
上的一个奇迹。

8月15日，《完美假期》正式上线。
这是芒果TV独播以来最大的一档自
制节目。上线半个月以来，点播总量
过亿，日均流量超过1000万。与此同
时， 芒果TV独播的周岁成绩单也被
曝光： 芒果TV日活跃用户超3000
万， 日均视频播放量破亿，APP下载
量达到1.3亿。更“闪人”的数据是，芒
果TV今年上半年已完成广告签约10
亿元。 芒果TV的用户规模仅以一年
多的时间就追赶上了其他互联网视
频网站5年的发展。

这是芒果TV从去年4月开始独
播战略以来的一组数据。 数据背后，
是电视湘军深入骨髓的创新基因，是
媒体湘军拥抱互联网的探索。 芒果
TV并没有止步于湖南广电的优势内
容资源， 而是不断强化优质内容的

“独特” 性， 在节目自制领域持续发
力。

8月28日，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
长、快乐阳光（芒果TV实际运营机
构） 董事长聂玫接受湖南日报记者
专访， 解密这些数据背后的创新实
践。

进军在线视频领域，抢
占年轻用户

从去年4月开始，湖南广播电视
台以芒果TV为融合媒介，以湖南卫
视为资源依托， 开始实施台网融合
战略计划。 湖南广电不再对外分销
湖南卫视原创节目内容的互联网版
权， 而以版权倾斜政策扶持芒果
TV。

消息一出，议论云集。支持者和
反对者均有。

“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决策。”聂玫认为，湖南卫
视在全国拥有庞大的年轻观众，这些
观众有娱乐需求，有消费实力，但他
们接受娱乐、接受价值观的方式已经
从电视上转移到手机、PAD， 甚至别
的互联网工具上。

“我们进军在线视频领域，正是
适应主流观众接受信息方式变化的
一个策略。因为，从文化传承来讲，他
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代。”聂玫说。

零时差、 零距离互动成
为创新的一部分

《完美假期》是一档真人秀节目。
12名个性迥异的素人（普通人）

封闭生活90天， 每天通过完成任务
推进节目进展， 记录时刻演变的人
性写真。 与湖南广电此前所有节目

不同的是， 这一档真人秀节目将在
芒果TV进行连续90天每天24小时
视频直播，用户可通过网络互动“指
挥” 节目中人物表现， 参与节目进
程。

8月28日，记者在《完美假期》演
播室看到， 演播室被改成了一个个
房间，有客厅、休息室、餐厅等不同
生活场景。每个地方都有机位，通过
玻璃可以看见室内人物的一举一
动。

其独创的互动环节“818聊天室”
成为了最大看点。 用户在每晚8时18
分进入选手房间，零时差、零距离与
选手互动，网友可根据自己的喜好给
选手派发任务，告诉他如何表现才不
会被淘汰。

“以前，我们只能坐在电视机前
面定时定点地观看。这一次，可以互
动推进节目。因为，互动也是娱乐的
一部分。”聂玫说。

此外，《完美假期》 充分发挥互
联网基因优势， 推出包括弹幕、评
论、投票、实时互动等环节，实现单
向到多向、一维到多维、多元的互动
发展。

芒果TV后续将会有更
大的资本运作

这一切，都是基于芒果ＴＶ强大
的内容制作能力之上。他们跟湖南经

视合作， 采用先进的剪辑和制作技
术，还特意搭建了云平台，运用了最
新的在线编辑技术。130多个机位，
400余人轮流上班，24小时不间断直
播，创造了中国电视室内制作史上的
一个高峰。

与高投入相伴而来的是极高的
市场反响，《完美假期》 上线半个月
以来，点播总量过亿，日均流量超过
1000万， 由此带来的是营销方式的
深刻变革。聂玫透露，《完美假期》上
周已拿到了商家冠名， 其中植入的
商家品牌也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
响。

早在今年6月，芒果TV已完成了
A轮融资，融得资金超5亿元，公司估
值已突破70亿元。“互联网是高度竞
争的行业， 我们一定要跟资本谈恋
爱。”

聂玫透露，今年，芒果TV后续
将会有更大的资本运作。 芒果ＴＶ
独播已完成所有阶段性战略目标，
他们正在探索一系列适合网络内容
的原创节目。

与此同时，爱奇艺、腾讯等视频
网站也在纷纷抢滩自制综艺节目。
这一趋势从去年开始大爆发， 数量
大有超越各大卫视综艺节目之势，
并且开始逆向输出到卫视平台播
放。互联网视频，有望成为下一个娱
乐产业的蓝海。

独播“抢”得大蛋糕
———从《完美假期》看芒果ＴＶ独播战略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李治）

今天上午，一场隆重的抗战纪念诗会
活动在长沙市岳麓区博才白鹤小学
举行，这是孩子们新学年第一堂课。

这一课以“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为主题，紧紧围绕“难忘岁月”、“英勇

抗击”、“圆梦中华”三个篇章展开。孩
子们胸前都佩戴着自制的抗战胜利
花，和鲜艳的红领巾交相辉映。饱含
着对抗战先辈们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师生们与老艺术家们一起朗诵抗战
纪念诗篇。

开学第一课：
抗战歌声满校园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通讯员 周
科际 记者 左丹）900多名学生，100
支抗战故事寻访团队，寻访抗战老兵
70余名，调研总行程长达13800多公
里，撰写抗战故事近50万字……今天
上午，“缅怀历史·振兴中华” 中南学

子寻访抗战故事展在中南大学开展。
今年暑假期间， 中南大学为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组建了100支抗
战故事寻访团队，深入抗战老区、重
走抗战遗址、寻访抗战老兵。

中南大学组织百团
寻访抗战故事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珊琦 佘丽莎 ）9月1日下
午，由中南大学、湘雅文化研究会、湘
雅医院联合举办的《湘雅人的抗战》
首发仪式在湘雅医院举行。中南大学
党委书记高文兵出席仪式。

据介绍，《湘雅人的抗战》以湘雅
的抗战史为背景，全景式再现湘雅医

学教育系统在抗战烽火年代，手握柳
叶刀，悬壶济世，救助难民；在战火中
苦育人才，保存并延续了中国现代医
学教育的血脉；科学论证日军发动细
菌战，锁定其原罪，断时疫，谱写了颇
具“南湘雅”特色的抗战壮歌。该书由
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 共26万字，选
登历史图片270余幅。

重现手握柳叶刀的抗战史

《湘雅人的抗战》首发

9月1日，涟源市桥头河镇大范联校的孩子们在新修的水泥路上开心跳跃。
此路段是学生上学必经之道，以前路面坑洼不平。今年，村里多方争取资金30
多万，在开学前对该路段进行了硬化维修。 张扬 摄

（上接1版②）
为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民

政厅党组制定了《民政重点工作综
合评估方案》和《关于民政重点工
作督查的意见》，把全省分成4个区
域，进行细化量化评估。7月份对半
年工作进行评估，印发了民政重点
工作、重要文件等落实清单，层层
传导压力， 在全省形成狠抓落实、
创先争优良好氛围。

以前 ， 少数地方反映在低保
上存在“人情保”、“关系保”现象，
省民政厅今年联合教育、财政、人
社 、住建 、卫生计生等 12个部门 ，
开展了社会救助专项治理 。 全面
审核低保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和财
产状况。 涟源市民政局组织10个
工作组，局长亲自带头，深入21个
乡镇 、 街道 ，100%入户调查低保
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 ， 共调查走
访4万多户10万多人口，最后所确
定的低保对象100%在行政村 、社
区社会救助宣传公示栏公示 ，接
受社会监督 ， 做到了公平公正公
开。

据统计，近两年全省社会救助
专项活动中， 动态清理低保对象
11981人。在强化治理的同时，省民
政厅也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困难群
众的保障力度，2014年全省新增低
保对象45万多人，其中90%以上处
于罗霄山脉、武陵山片区。目前，全
省城乡低保保障460多万人。 养老
床位在去年增加3万张基础上，今
年省本级福彩公益金 70%以上用
于养老事业发展，把省政府“新增2
万张养老床位”为民办实事项目真
正落到实处。 救急难、 临时救助、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新型救助
网络越织越密，基本民生保障网底
更实、更厚。

一门受理， 一窗式服
务，群众办事方便快捷

民政涉及数十项社会建设职能，
在现代居民生活中成为醒目的公共
服务“前沿站”。如何解决民政服务能
力与市民需求不适应、 不配套等问
题，成为近年来特别是“三严三实”专
项活动中省民政厅党组谋划的重中
之重，得出的路径是：深化民政改革，
加强法治建设，推动服务转型，提高
办事效率和质量，发挥好民政在社会
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简化为民办事服务程序，厅本级
取消了全省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设
立、变更、登记行政许可以及革命伤
残评定、老区资金项目审批等非行政
许可，下放了基金会、行业协会商会
登记权限， 实施对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
类等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对省政
府公布的民政部门38项行政权力清
单和24项责任清单，全部进行政策梳
理，汇编成册。

今年4月30日， 省社会组织登记
服务大厅在省民政厅机关二办公楼
正式挂牌开放，这里每天由省社会组
织管理局1名副局长带班、2名工作人
员值班，办理登记、年检、评估、受理、
变更等业务，实行“一体化”办公、“一
站式”办结、“一窗式”服务。这是省民
政厅改革服务方式、提高窗口功能的

“发令枪”和“指示牌”。 4个月来，这
里累计接待群众1000多人次， 办理
便民服务事项300多件，按时办结率
始终保持在100%， 群众满意度保持
在100%。

9月1日，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街

道50多岁的失业职工王奶奶，来到社
区办理就业失业登记，她忘记复印户
口本了，要在以前，她得跑复印店取
复印件再过来， 但这次工作人员从
记录中找到她过去登记的原件信息，
在机器上一扫描，各种表格就链接出
来、自动生成了，王奶奶一个字都不
需要自己写，兴奋地夸奖道：“现在社
区办事真是方便快捷！”

今年7月， 雨花区民政社区公共
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上线， 首批将民
政、人社、残联、卫计四部门68项业务
的130项服务项目纳入信息平台，实
现了“前台一口受理、 后台协同办
理”，社区信息跨部门不协同、信息共
享不足等问题得到解决，群众上门办
一次事， 信息就沉淀在大数据里，自
动生成，此后可以少填表格、少跑腿，
所以王奶奶感到“最后一公里”不再
阻隔。

雨花区民政局局长周敏告诉记
者， 作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区、 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
范区， 雨花区努力创新社会治理方
式，下一步还准备将组织部、工会、
司法三个部门的多项服务加入到社
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进一步
做实做优做全服务功能， 同时开发
居民生活服务信息平台。 在条件成
熟时实现社区政务服务信息平台、
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和生活
服务信息平台全网整合、互联互通，
一网通天下。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人人争做“最美民政人”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内化于心，
必定能够外化于行， 令人欣喜的是，

民政服务窗口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
真情为民，热情服务，人人争做“最美
民政人”。

今年51岁的桂东县光荣院职工
黄常明，28年服侍照料了110名孤寡
军烈属、复员老军人，为他们送终。
90岁的三级伤残退伍军人钟德儒有
一次从光荣院回老家，不慎将一张3
万元的存款单夹在一本书中落在光
荣院房间，黄常明打扫卫生发现后，
立即搭车跑到老人家中， 把存单送
回他手里， 钟老感动地说：“你真是
我的好崽。”黄常明先后22次评为先
进个人，两次荣获“中华孝亲敬老之
星”称号，今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
者。

6月1日，重庆“东方之星”游轮在
长江发生翻沉事故。6日，省民政厅根
据上级指示，组织长沙市、岳阳市民
政部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单
位，抽调25名殡葬防腐整容专业技术
人员，赶赴湖北监利，全程参与遇难
者遗体处理和殡仪服务等工作。仅仅
2个小时， 这支队伍组建完毕。 他们
中，有的头天晚上通宵值班，接到任
务放弃轮休再上阵；有的还在家里休
年假，二话不说提前归队；有的把住
院的父亲交给朋友照顾，自己冲上前
线。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的时候，

“民政人”的心愿只有一个：国家利益
至上。

在监利县殡仪馆，他们厚厚的隔
离防护服里面不到10分钟就汗湿全
身，雨鞋里汗水可以倒出来。但是，为
了遇难者最后的尊严， 他们咬牙坚
持，精心地为每一位逝者清洗、擦拭，
以最温柔的心来对待。长沙殡仪馆司
仪李宁连续工作36小时，主持30场告
别会，送别近60位遇难者，以常人无
法体会的毅力帮助遇难者圆满地完
成人生的谢幕。

赤心尽责解民难

（紧接1版①） 为铭记历史、 告慰英
烈，湖南日报特别推出“气壮山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
刊。《气壮山河》特刊共12个整版，内
容分为6大板块。《湖湘热土沃中华》全
面论述了湖南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的
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湖湘抗日名将
谱》撷取了22位湘籍将领的英勇抗战事
迹，充分展示他们气吞山河、浴血奋战
的英雄气概；《寻访抗战名城系列》重新
走访长沙、常德、衡阳和湘西地区，真实
回顾了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常德会
战，衡阳保卫战，湘西会战的惊心动魄；
图片版《峥嵘岁月史为证》和《硝烟散尽
山河新》， 用大量的史料照片及新老图

片对比，形象展现了跨越70年的湖南抗
战记忆；《数说湖南抗战》列举了一组组
震撼人心的数据，举证湖南人民的英勇
抗战史；《抗战时期不可替代的湖南》从
6个方面论述了湖南对全国抗战的“不
可替代”。

《气壮山河》特刊中，既有对中国
共产党在湖南抗战中发挥砥柱中流
作用的客观写照，也有对中国国民党
军队在正面战场英勇御敌的真实记
录； 既有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也
有各党各派、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具
体回忆。湖南人民的抗战贡献和巨大
牺牲， 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