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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动
创建国家精神卫生

综合管理试点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汤霞玲 通

讯员 彭晔炜）白蓝条纹的病号服，整齐的
工位，病人们正在有序地工作。 他们将白色
的圈圈， 红色的线套起来就组成了一个零
部件。 这是10月9日，记者在常德澧县精神
康复医院看到的场景， 病情较好的患者可
以通过劳动寻找自身价值，恢复身心健康。

当天， 全省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暨精神
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会议在常德召开。
会上，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小春代表省
政府给常德市人民政府授牌， 正式启动我
省创建国家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

今年6月， 常德市成为我省唯一的创建国
家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市。 其中常德澧县精
神康复医院开设了“工疗”、“农疗”等项目，让患
者参与一定的生产劳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
他们回归社会创造了良好环境，这些都为创建
国家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市做出了探索。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方亦兵在会上通报
了全省精神卫生工作情况和今年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开展情况。 我省精神卫生工作经过这
两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推动， 已经上了一
个大的台阶，检出率和管理率居全国前列。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今年以“心
理健康，社会和谐”为主题，营造关注心理健
康，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胡宇
芬 通讯员 潘金平）10月8日，海峡两
岸知识产权与科技人才培养研讨会在
长沙举行。来自北京、湖南与台湾等地
的知识产权专家、 知识产权行政主管
部门、法院、企业、高校和中介机构代
表共60余人，围绕知识产权高校学历
教育、实务人才培养、在职与继续教育
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会议架起了大
陆与台湾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交流的
桥梁， 也有利于我省知识产权人才培
养基地建设和学科发展。

知识产权人才匮乏是当前我国面
临的现实问题。 会上，台湾“中央研究
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两岸通讯传
播法论坛主席刘孔中教授，台湾政治大
学冯震宇教授等介绍了台湾知识产权
高校教育与科技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反垄断法专家
王晓晔教授及来自湖南法院系统、三一
重工等实务界专家对国内知识产权与
科技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对学
历教育与实务脱节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专家们提出， 知识产权的精髓在应用，

高校应该培养重法律也重经营、重学术
更重应用的知识产权人才，重视交叉学
科训练和跨领域学习，注重师资的多元
化，并与企业界建立广泛交流。

据悉，2014年， 我省共计培养专
利工程师200余人，144人通过全国专
利代理人考试， 培养知识产权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120余人，6人分别入选全
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全国专利信息
领军人才和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
百名高层次人才，62人入选全国知识
产权师资人才。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寻振华）“吃饭了没，走，到
风雨桥听‘计生夜话’去！”8日傍晚，听
说有镇上计生干部过来， 浏阳市社港
镇合盛村新安屋场的群众相互邀约。
今年4月，社港镇计生办成立了“夜话
计生”工作队，趁着夜色深入全镇各个
屋场，以“计生夜话”的方式，开展计生
政策宣传活动，并为群众排忧解难，提
供计生服务。

“王叔，今天终于碰到你了，你申

请办理的独生子女证我给你带来了，
拿回去好好保管着。 ” 在去夜谈的路
上， 计生联村干部小熊热情地叫住一
位王姓村民， 顺便就帮办了一件事。
“罗主任，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对于不
孕不育的有什么优惠政策没有？ 我想
去湘雅做个试管婴儿， 已经花了不少
钱了。”屋场里，夜谈一边进行，一边就
有村民大胆地咨询。 社港镇计生办主
任罗湘波马上作了详细解答。

“‘夜话计生’解决了时间错位的

问题 。 过去，白天镇计生办联村干部
下村工作，群众下地干活，干部上门吃
‘闭门羹’的多。 ”罗湘波介绍，镇计生
联村干部与群众见面多了， 同时也解
决了沟通不畅的问题， 真正把计生优
质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不少群众说，
“我们平时都是自己做自己的农活，有
什么想法或意见也很少去反映， 现在
开展‘夜话计生’，干部晚上下村找我
们谈心，距离拉近了，我们对计生政策
熟悉程度也大大提高”。

《没有硝烟的战争———抗
战时期的中日经济战》

齐春风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出版

本书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抗日战争中，中
日两国在兵戎相见的同时， 在经
济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 全书包括战前中日两国的
经贸关系，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
对华经济战、 国民政府的对日经
济战以及太平洋战争后日本的对
华经济战、 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
战等5章。 重拾这段历史，仍给人
惊心动魄之感。

《中国抗战版画选集》
李允经 李小山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年9月出版

本书入选中宣部、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百种图书选题。70多年前，我
国新兴木刻的老一辈艺术家古
元、彦涵、李桦、力群、王琦、李少
言等， 用手中的刻刀刻出了反映
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版画作
品。 收入书中的300余幅版画，描
绘饿殍遍野的悲惨世界、 断壁残
垣的烽火战场、 英勇抗日的动人
场景等， 画面慷慨激昂、 催人奋
进。

《中国血：抗战十四年》
（4卷）

王纪卿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年9月出版

本书是描写抗日战争这场
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带有文
学性质的纪实性作品 。 描述

“七七事变” 前后的六年局部抗
战和八年全面抗战， 把国民党
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融合
起来叙写， 真实而生动地反映
了中国军民长达十四年的艰苦
卓绝的抗日历程。

《永无坦途：吴冠中自述》
吴冠中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年8月出版

本书是艺术大师吴冠中逝世
五周年特别纪念版自传。 上篇

“自述” 包括“我的苦瓜家园”
“茅草窝里要出笋” “青春期的
草木都开花 ” “风雨独行人”

“在夕照中创新” 等五章， 下篇
“文选” 包括“魂寓何处” “雨
雪霏霏总相忆” “手抚沧桑” 等
三章， 展示了吴冠中先生的成长
历程与绘画之路。 全书收录吴冠
中各时期代表艺术作品， 附赠其
宣纸高仿真水墨画一幅， 兼具收
藏价值。

《我不喜欢这世界，
我只喜欢你》

乔一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本书是一部真实的恋爱成长
回忆录， 由一系列温暖又萌爱的
小故事组成。 书中的F君是个高
冷的学霸，乔一是个不怎么学霸、
没心没肺却善良的小姑娘， 两个
人从高中开始互生情愫， 最终成
为眷属， 从学生时代的青涩懵懂
步入婚姻后的成熟甜蜜， 平凡而
不平淡，给人以希望和感动。

《幸福的另一种含义》
[法]马克·李维 著 陈睿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本书是著名畅销书作家马
克·李维最新创作的关于爱情与
友情的精彩小说， 以49种语言热
销全球， 创下半年销量突破100
万册的成绩。 在监狱里呆了30年
之久的阿加莎在临近刑满释放前
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劫持” 少
女米利， 让她带自己到想去的地
方见想见的人、 做想做的事。 一
路的发现与寻找之后， 在旅途终
点， 阿加莎发现自己似乎明白了
幸福的另一种含义。 书写了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爱与友情， 追寻幸
福、 自由与不可磨灭的信仰。

《造物有灵且美》
[日]赤木明登 著 蕾克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年7月出版

本书融合了随笔、 诗歌、书
信、照片等元素，内容丰富而有层
次。 日本当代工艺大师赤木明登
寻访木工、陶艺家、造纸人、染色
师、料理家、玻璃艺术家、漆艺师、
建筑师等20位手艺人， 将他们的
故事连同自己对“造物”的感悟结
合，形成了15个独具个性的“叩问
美”的故事。

小巫婆真美丽
（2册 美绘版）

汤素兰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本书是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
经典作品《小巫婆真美丽》系列的
美绘版，包括《小巫婆真美丽之住
在好玩街》和《小巫婆真美丽之飞
向彩虹谷》，视觉上进行了全新编
辑， 展现一个趣味横生的魔法世
界。 一个叫“真美丽”的小巫婆 ,�
有时像天使一样可爱、 有时像女
魔一样讨厌，因为她，新颖的好玩
故事不断上演。 在经历了各种奇
妙的遭遇后，任性、顽皮的“真美
丽”获得了新生，成为了合格的巫
婆。

湘版好书榜 （2015年9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重学术更要重应用
海峡两岸专家聚长研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热闹屋场里 干群议国策
浏阳“计生夜话”送服务到家门口

10月9日，醴陵市陶瓷烟花职校彩绘课堂，来自赞比亚、乌干达、南苏丹、津巴布韦、尼泊尔等9个国家的25位国
际友人在学习陶瓷制作技艺。他们是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班的学员，将在醴陵进行为期一周的陶瓷制作技术
实地考察和操作。 何勇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奖者中，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的治
疗疟疾的青蒿素举世瞩目。 “中医
药” 也随之成为全世界专家学者甚至
普通百姓的热门话题。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我们来聚
焦湖南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就显得特
别有意义。

地脉优势、人脉优势、技术优势，
造就中药材资源大省

说到湖南的中药材及产地， 很多
人第一印象是“山银花”、 “金银花”
之争的隆回县。 其实， 湖南省在国内
外享有一定影响的药材有40多种。

兼具保健和美容功效的茯苓， 全
国出口量的70%来自我省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 靖州是名符其实的“中国
茯苓之乡”。 慈利县在1996年即被授
予“杜仲之乡” 称号， 杜仲种植面积
在高峰时期有40万亩， 目前仍有20多
万亩。

“湖南山陵湖泊遍布， 气候温
和， 雨量充沛， 植被繁茂， 非常适合
中药材的种植和生长。” 湖南省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邵湘宁介绍， 湖南中药
材总蕴藏量排名全国第2位。 其中，
玉竹产量占全国的80%， 百合产量占
全国的70%， 金银花、 茯苓产量占全
国的60%， 吴茱萸产量占全国的40%，
厚朴产量约占全国35%。

如何让一株小草变成治病救人的
“宝贝”？ 中医药研发能力不可缺位。
据了解， 湖南省现有国家级生物产业
基地1个， 2所高等中医院校、 9所综
合院校开设了中医药及中医药资源等
相关专业； 药物研究机构22个， 有新
药研发能力的院校和医疗机构6个，
拥有一批国家级、 省级医药重点研究
室； 新药研究开发数量、 技术水平居
全国第4位。

“九龙治水”，
没有形成产业发展合力
湖南是中药资源大省， 中药材总

蕴藏量排名全国第2位,但与之相关的
中药产业的产值却不乐观。

“全省中药企业产值加起来抵不
上外省一家企业， 中药的种植、 加
工、 制剂、 流通、 仓储、 使用、 开
发、 产业、 保护、 监管等环节涉及多
个部门， 没有综合协调部门。” 湖南
省中医药管理局规划综合处处长肖文
明对此忧心忡忡。

目前中药材产业涉及管理部门众
多， 自从药材公司退出历史舞台后，
没有明确主管部门， 政府也没有统一
的协调机制， 我省中药产业各个环节
管理职能相互割裂。 没有宏观调控和
协调机制， 就难以形成部门间的整体
合力， 更不能形成完整有序的大集团
产业发展链条。

湖南省名中医、 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主任药师刘绍贵教授从

事中药工作50多年， 在他看来， 湖南
中药资源丰富 ， 但没有做大品牌。
“平江白术已有400余年种植历史， 曾
与‘浙白术’ 不分伯仲， 但近年来渐
渐没了名气。” 刘绍贵告诉记者， 现在
医院很多药材都是从外地购入， 但其
实原产地是湖南， 舍近求远， 值得思
考。

据了解， 全省虽有一批中药种植
企业， 但还十分弱小， 主要是农村散
户种植为主。 散户种植使得种植产业
难以升级， 产品质量难以控制。 且散
户容易跟风种植， 导致中药种类过于
庞杂， 没有经过科学的选择和规划。
往往一个县域内种植几十上百种中药
材， 而产量又极低， 无法形成地方特
色种类。

加大扶持力度， 形成规模化
大集群中药产业链

“中医药是独特的卫生资源， 是
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 是具原创优势
的科技资源， 是优秀的文化资源， 是
重要的生态资源。” 邵湘宁建议省里
将中医药纳入重大战略发展规划。

肖文明告诉记者， 国务院今年出
台了关于中药材保护和发展、 中医药
健康服务发展的两个规划， 对中医药
重视程度超越以往。 建议在省经信委
或省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专门的中药处
室， 专职中药材保护、 育种、 种植、
产业、 流通、 使用； 在省药监局设立
专门处室， 专职中药监管。

专家建议， 加快成立省中药材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 研究制定全省中医
药产业的发展思路、 发展战略和实施
步骤， 及时协调解决中药产业发展中
出现的问题； 加大资金、 政策、 技术
扶持力度， 树立“创建拳头产品， 树
立品牌企业， 打造集群产业” 的理
念， 形成种、 产、 学、 研、 销一体的
规模化大集群产业链。

“中药与西药尽管同属药物， 但
其药用原理和工艺完全不同， 中药材
原材可做药、 炮制后可做药、 提取后
可做药、 混合后可做药， 远较西药复
杂。” 刘绍贵认为， 中医药重在传承，
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强创新和现代化发
展， 但在评价体系和标准上， 不宜中
西医一个标准。

全省中药材普查结果显示， 一些
中药材野生资源已濒临灭绝， 急需保
护性开发利用； 人工培植的品种若不
注意优良的选育与保存， 长期栽培易
导致品种退化。 而这些， 都需要专业
技术指导。

专家建议， 可通过调动科研院
所、 大专院校的积极性， 通过培育、
脱毒等方式保存、 恢复优质种质， 带
动建设一批优质种子种苗的生产基
地， 为我省中药种植提供稳定的种子
种苗。 同时， 根据我省不同区域内中
药资源的特点， 选择适应发展的种
类， 开展优质品种的培育与选择， 在
相应区域推广种植， 形成具有地理标
识的特色中药材。

中药大省当跻身中药强省
———聚焦湖南中医药事业发展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