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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鸢

2016年， 湖南文化产业总体发展势头很
好，全省文化和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911.26
亿元，同比增长12%，占GDP比重达6.12%,支
柱产业地位进一步巩固。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文化强省建
设，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部署，坚持“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以提高发展质量为中心，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努力构建
文化创新体系， 着力打造湖南文化创意产业
基地，全面提升湖湘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

走融合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要赢在新的
起跑线， 必须打破产业界限， 推动建立全方
位、深层次、宽领域的融合发展格局。一是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深度融合。依托报业、广
电、出版等优势板块，支持壮大新湖南、芒果
TV、时刻等平台，实现从内容生产、技术平
台、 传播渠道到营销市场多层次、 全方位融
合。二是推动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文化与旅游融合，按照全域旅游理念，加快13
条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推介， 加快文化体
验、健康养生、科普旅游、研学旅行、工矿旅游
等新业态发展；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运用高
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 增强文化产品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强调互联网思维，催生一批
文化新产品、新业态；推动文化与资本融合发
展， 以创建国家级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为目
标， 构建完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
体系；推动文化与体育融合，支持发展体育竞
技表演、体育休闲健身、体育运动服务，体育

食品养生；推动文化与制造业融合，促进文化
渗透到产品生产、销售流通全过程，助推湖南
制造向湖南智造的华丽转身； 推动文化与农
业融合，把文化与全面小康社会、新农村建设
和精准扶贫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观光、休闲、
体验、生态农业；推动文化与创意设计融合，
以城市建设、风景园林等为重点，促进创意设
计融入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

走特色发展之路。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要
深入挖掘优秀湖湘文化，通过特色化、差异化
错位发展，逐步形成一县一品、一乡一品，多
点支持的发展态势。做大县域特色文化产业。
以13个文化旅游特色县示范引领， 通过创意
转化、科技提升、市场运作，将各地独特的自
然禀赋、人文历史景观、民俗风情、传统手工
技艺和土特产品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和市场优势， 建设一批有历史记忆、 地域特
色、民族特点的特色村镇。加强“非遗”生产性
保护。鼓励“非遗”传承人再创造、再生产，支
持动态活性保护，使其成为日用品、实用品，
打造湖南民族特色文化品牌。 打造特色品牌
节会。发掘各地民族节庆文化内涵，提升节庆
创意品质，重点办好吉首鼓文化节、六月六山
歌节、瑶族盘王节、大戊梁歌会等节会活动，
办成民俗展示、特色产品展销平台，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走转型升级之路。 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必须高标准、高起点规划，优化结构与布局，
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突出“长株潭”核心。
鼓励长株潭以资本为纽带，以技术为手段，不
断打造行业“现象级”文化产品，引领辐射全

省文化产业发展。 重点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园
区平台。对标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加快形成
马栏山创意集聚区，力争形成“北有中关村、
南有马栏山” 的发展格局。 做强做优骨干企
业。完善骨干文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启动混
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支持跨行业、跨地区兼并
重组，打造一批“湘”字号文化旗舰。

走文化惠民之路。 文化供给侧的改革，要
以公共文化需求为导向，实现文化惠民。抓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规划建设县级“四
馆一中心”，完成第二批279个村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示范点建设， 实现7个民族自治县1000个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抓文博产品创意
开发。推动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文化文物
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让馆藏文物和沉淀的
文化资源“活起来”，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
抓好文艺精品创作。 坚持正确的文艺创作导
向，围绕建军90周年、党的十九大等节点，策划
重点文艺创作生产项目，鼓励多出原创、精品
力作。创新艺术形式，繁荣文艺创作与传播。

走开放发展之路。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
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挖掘湖湘文化底
蕴，构建国际传播体系，用世界的语言讲好湖
南故事、传播湖南声音，增强外界对湖南的认
同。壮大主体，加快培育一批有出口潜力的文
化贸易企业，保持国家重点出口文化企业20家
以上，打造一批省级文化贸易基地。搭建平台，
精心组织文化企业参加沪洽周、文博会等境内
外国际性知名展会、 接洽活动及文化交流，支
持省内举办国际性文化交流交易活动。

（作者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刘圣武

他叫曾祥来，辰溪籍台胞，常住辰溪
县城。 在当地，他的名气很大，可谓无人不
晓。 他回乡助学扶困的故事，在街头巷尾
传为美谈。

4月13日， 记者在辰溪二中附近一栋
楼房里，见到了年近9旬的曾祥来。 老人头
发全白，走起路来也很吃力。

“老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住在曾祥
来家的辰溪孝坪镇洞潭村村民徐东平赞
叹。 徐东平和妻子陈射秀免费住在曾祥来
家，陪小孩读书有5年了。“曾伯伯对孩子
们真是好。 ”徐东平说，管吃管住，水果不
断，每月还给零花钱，过年过节还买新衣
服。 现在，像徐东平一样免费住在曾祥来
家的，还有6位带小孩读书的村民。

曾祥来出生于辰溪县孝坪镇洞潭村
普通农家，60多年前去了台湾。 1988年，他
回到辰溪。 家乡的贫穷，让老人心里很不
是滋味。 村里有因贫辍学的孩子，老人更
是放心不下。

在家人的理解支持下，1989年， 曾祥
来再次返乡，决心帮助辍学孩子。 他登门
动员村民送孩子上学， 承诺凡是困难的，
由自己资助。 为方便孩子们读书，1990年，

曾祥来在县城租下房子，免费给孩子提供
住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辰溪陪读。

曾祥来资助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租
住的房子住不下了。 1993年，他耗资18万
元，在县城建了一栋4层楼房，劝学范围拓
宽到周边几个村子。 最多时，曾祥来包揽
了18个孩子的学费与吃住。 还为孩子们洗
衣服、买菜、做饭，成了“全职保姆”。

因地势低，1996年， 房子遭受洪灾侵
袭，损失巨大。 曾祥来没有因此放弃助学。
他花20万元，在县城二中附近，又买了一
栋房子，给受资助的孩子住。

张文丽是辰溪县孝坪镇栗树坪人，今
年21岁。去年，她考上了重庆一所大学。因
家庭贫困，她小学5年级转入县城读书后，
和哥哥吃住都在曾祥来家。“曾爷爷不但
给我们生活费，过年还发压岁钱。 要是没
有曾爷爷的帮助， 我早就在外面打工了，
不可能跨入大学之门。 ”张文丽感激地说。

提着鸡蛋、蔬菜，孝坪镇方田村村民张
华必每月都会来看望曾祥来。 因身体原因，
张华必无法做重体力活，两个儿子从小学二
年级起，学习生活费用全由曾祥来负担。

如今，曾祥来已年老体弱，行动困难，
也需要人照顾了。“只要我一息尚存，助学
就不会停止。 ”曾祥来说。 28年来，老人花
光了一生的积蓄300多万元， 资助特困群
众400余人次，为家乡修建乡间公路，为困
难乡亲购买耕牛、修葺房屋，资助贫困学
生200余人。

老人持续多年助学，感动了身边无数
的人。 2014年2月，曾祥来被评为辰溪县第
二届“十佳道德模范”。 随后，他家被全国
妇联授予“最美家庭”称号，他入选“中国
好人”候选人。

■点评

台湾同胞曾祥来回到大陆家乡，28年
如一日资助失学儿童， 帮助困难群众，还
出资为家乡修路 ，耗尽一生积蓄 ，他的事
迹令人动容。

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这种传统美德，深植在中国人的血
液里，不会因时间而褪色。现在，曾祥来年纪
大了、行动不方便了，但他的精神永远年轻，
将成为激励人们向善向上的动力。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建设新湖南
干在丁酉年

� �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周小雷）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兵役法》，增强适龄青
年学生依法履行兵役义务的意识，近日，省
征兵办、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和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兵役登记工作的通知》。

《通知》对在校适龄青年兵役登记工作
做了明确部署和规定。 每年6月30日前为
集中登记时间。 各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
段学校组织在校适龄男性学生登录“全国
征兵网”（网址：www.gfbzb.gov.cn），按要
求填写兵役登记信息，下载打印《男性公民
兵役登记/应征报名表》《男性公民兵役登
记/应征报名表存根》， 由学校兵役登记站
汇总后，交至学校所在地县（市、区）武装部
审核，县（市、区）武装部完善相关信息并盖
章确认后复印，原件留存县（市、区）武装
部， 复印件返还学校给学生作为兵役登记
凭证。 因特殊原因本人不能亲自网上登记
的，可委托亲属、老师或同学代为登记。

《通知》要求，各级兵役机关和教育部门
要认真履行兵役工作职责， 积极主动做好各
项服务保障， 指导各高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开
展兵役登记工作， 为适龄学生参加兵役登记

提供“一站式”服务。对拒绝、逃避兵役登记的
适龄学生，经教育无效，兵役机关核实后，依
据《兵役法》及有关规定，将其认定为失信行
为，将进行综合性约束和惩戒，情节严重的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各高校应将兵役登记
落实情况纳入学校绩效考评体系， 高中阶段
学校兵役登记落实情况纳入主管部门考核评
估。省征兵办将会同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定期进行督导检查， 对工作进展
缓慢、登记率偏低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相关链接

什么是兵役登记？
兵役登记是法律规定的一项兵役工作

制度，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到部队服现役，
而是国家依法对适龄公民进行登记注册管
理的工作，以便国家掌握兵员潜力、应对可
能的紧急情况。 兵役登记其实是每个适龄
青年都要做的事情， 适龄公民都有履行兵
役登记的义务，随着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
对拒服兵役和不进行兵役登记的公民，都
会相应作出处罚。

� �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磊 伍交才）4月20日，30集电视连
续剧《向警予》开机仪式暨溆浦县缅怀先烈感
恩活动在该县向警予同志纪念馆举行。

电视剧《向警予》根据舒新宇同名传记
小说改编，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影视中心）、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怀
化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拍摄， 由华瑞影
业等机构投资拍摄。

该剧将真实、 全面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唯
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
央妇女部长、杰出的模范妇女领袖、巾帼豪杰
向警予传奇而波澜壮阔的一生。 该剧将重现

巾帼女杰向警予冲破封建罗网、 追求妇女解
放、创办男女合校、赴法采撷火种、共铸向蔡
同盟、发动上海妇运、掀起五卅怒潮、勇闯白
色恐怖、与敌智斗周旋、为民慷慨赴死的传奇
历程。

电视剧《向警予》由曾获中国电视“飞天”
一等奖、“金鹰奖”、全军“金星”特等奖、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优秀电视剧奖、“五个一工
程奖”的导演刘毅然执导。据悉，该剧将在湖
南、上海、法国等地取景拍摄，预计明年上半
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长沙市纪委近日透露，日前，经长沙市
委批准，市纪委对市广播电视台副县级干部、
田汉大剧院原总经理刘逶迤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刘逶迤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收受礼金，违规购买、使用公车；违反组织
纪律，不报告、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
用职权为亲友求职谋利；违反廉洁纪律，违规
经商办企业，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违反工

作纪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犯罪。

刘逶迤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
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市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报市委批
准，决定给予刘逶迤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郭秀峰 何秋花

【办案结果】
回家途中， 看到路边田中有一头耕牛

无人看管， 竟见财起意将其牵回家以9000
元的价格卖掉。 4月17日，沈健因涉嫌盗窃
罪被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案情回放】
2017年2月20日11时许， 沈健开车从

浏阳市回家，途经醴陵市李畋镇南桥村106
国道时， 看到被害人易某家的一头耕牛在
国道边的一丘农田里，周边无人看管。 沈健
心生贪念， 便将牛牵着步行两个多小时带
回家中， 然后再次返回将所驾驶小车开回
家。 当天下午，沈健谎称该牛系抵债所得并
以9000元的价格卖给牛贩子。 易某发现牛
被盗后立即报警，醴陵市公安局民警于2月
22日将沈健抓获， 并将所盗耕牛追回返还

被害人。 经鉴定，所盗耕牛价值9570元。
【检察官说法】
负责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李宫苏说，《刑

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
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案中， 沈健见财起意盗窃他人一头价值
9570元的耕牛，已经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温馨提示】
时下正值春耕备耕，耕牛价值高，极易

被一些心存贪念的不法之徒盯上。 因此，耕
牛的主人应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
也奉劝那些不法之徒莫动歪念。

多条路径推动全省文化创新发展

最是书香能致远
浏阳启动全民读书月活动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王艳明 宋攀）推介年度好书榜，推介
10部浏阳本土优秀文学作品，为10个“阅读
推广志愿服务示范点”授牌， 表彰10名优秀
读者，有奖答题赠书……今天下午，浏阳市
启动以“悦读尚学 书香浏阳”为主题的全民
读书月活动， 迎接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到
来。

在启动式现场， 市民们逛书市品书香、
欣赏经典诵读表演、分享读书感悟。 该市图
书馆、新华书店、卡乐书城等图书单位摆出
万余册书籍， 优惠的购书折扣也一齐推出。
市民还可捐赠闲置书籍，由浏阳义工联送到
山区学校图书室。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让
我们从忙碌中走出来， 每天读书一小时，
每月阅读一本书……” 浏阳市委宣传部、
市文体广电局、市文明办向市民发出读书
倡议。

当天起，浏阳将开展一系列“读书月”主
题活动。 浏阳市图书馆将在世界读书日当天
为前来借书的读者准备一份精美礼品；浏阳
新华书店将组织“传承国学、致敬经典”主题
展和少儿绘本故事讲座……

台胞曾祥来回乡助学28年———

“一息尚存，助学就不会停止”

� � � �曾祥来 张贤猛 摄

做好高校和高中兵役登记工作
拒绝、逃避兵役将认定为失信行为

以案说法

顺手牵牛被起诉

电视剧《向警予》在溆浦开拍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副县级干部刘逶迤被开除党籍

�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张斌）18日，
省纪委三湘风纪网发出消息， 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原副县长、 县公安局党委原
书记、原局长杨建国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
受组织审查；常德日报传媒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谢承益涉嫌违纪被立案审查。 加上此
前因涉嫌严重违纪、 正接受组织审查的郴州
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卢少林，湖南近期又有3名
处级干部被查。

据悉， 杨建国先后在怀化武警消防部队
服役，怀化市公安局、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公
安局工作， 历任怀化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危管
科正科级侦察员、 保安服务管理科正科级侦
察员、特种行业管理科正科级侦察员、副支队
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等职务，2015年10月至2017年4月任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县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卢少林1982年2月至1989年3
月先后在原郴州市（地改市前）城建局、城建
开发公司工作，1989年3月至1995年8月任原
郴州市建委主任，1995年9月至2006年8月任
郴州市规划局党组书记、 局长，2006年8月至
2012年3月任郴州市建设局党组书记、 局长，
2012年3月至2015年8月任郴州市政府副秘书
长，2015年退休。谢承益从部队转业后在安乡
县安金公社、常德师范附小、市教委、石门县
委、 市广播电视局工作，2003年6月调任常德
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2011年1月调任常德
日报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2015年在常
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退休。

湖南3名处级干部被查

爱护地球
4月20日， 青

年志愿者手拉手围
在地球图案前唱
歌。 世界地球日到
来之际， 南华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青年
志愿者开展“爱护
我们的家园， 爱护
我们的地球” 主题
宣传活动， 他们用
落叶摆成一个地球
的图案， 倡导低碳
生活的理念， 共担
保护地球责任。

曹正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