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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黄生贵

“昨天虽然游客不是很多， 但我的农产品， 一天卖了800多
元！ ”11月2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竹子寨的
石远女，一见到进村的湖南机电职院帮扶工作组就高兴地说。

施照发、石远女是竹子寨一对残疾夫妻，育有两个儿子。
2014年在政府支持下翻新改造了住房，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
分红，每年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2017年跟随全体村民实现个
人家庭脱贫摘帽。 然而因身体残疾，夫妻俩无法胜任合作社的
工作岗位，两个孩子的花销越来越大，眼看就要入不敷出。

2018年7月，湖南机电职院3人帮扶工作组进驻十八洞村，
在梨子寨和竹子寨选取了5个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施照发
家就是其中一户。

通过调研工作组发现， 施照发家正处梨子寨通往竹子寨
的游览步道必经之路上，决定帮他们开一家特产山货小店。

学院出资购买材料、聘请木工师傅帮施照发搭建商铺。 由
于寨子里的路都是青石板台阶，又窄弯道又多，运送材料的车
辆到不了施照发家里，3吨多建筑材料都是工作组组员人抬肩
扛搬进来的。

特产山货店取名“舌尖上的苗寨”，以当地野生猕猴桃、糍
粑、玉米辣子、酸菜汤等为主打商品，一经推出，供不应求。

尝到甜头，他们想丰富经营品种，制作苗家有名的神仙豆
腐，可是又不懂技术。 工作组立马采购了豆腐制作设备免费送
给他们，学院的田智教授专程过来手把手教他们做豆腐。 小店
的经营情况越来越好，目前平均每天销售额近千元。

除施照发家庭外， 学院帮扶的4个家庭也已建立起家庭产业。
杨东仕家的“幸福人家酒坊”主要酿造销售包谷烧酒；杨银秋、杨银
妃姐妹的“秋妃苗绣坊”主要做苗绣，牵头组建了苗绣合作社……

据了解， 湖南机电职院以专业和人才优势助力十八洞村
乡村振兴，双方在党建、创新创业教育、苗族文化推介等项目
开展合作，并在十八洞小学建立大学生“三下乡”支教基地。京湘开展

医疗卫生合作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今天

下午， 京湘医疗卫生合作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
开， 湖南省人民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 湖南省
胸科医院与北京胸科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今年6月1日， 京湘医疗卫生合作大幕开
启。 按照“优势互补、 密切协作、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的原则， 已有7对医疗卫生机构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 分别为：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与
北京妇产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与北京儿童医
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与北京安定医院、 湖南省
中医高专附一医院与北京市中医医院、 湖南省
职业病防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 湖南省疾控中
心与北京市疾控中心、 长沙血液中心与北京红
十字血液中心。

今天签约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和北京安贞
医院将以心脏移植为切入点， 开展临床、 科
研、 教学、 健康普及等全方位的合作， 建立
起完整高效的心脑血管防治体系， 探索交流
合作的长效机制。 北京胸科医院将以结核病
专业优势为核心， 通过多种形式的技术指导
与合作， 提升湖南省胸科医院在结核病学科
领域临床、 教学、 科研能力和管理能力。

� � �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蔡颂 张永涛）今天，多模态交
际国际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
学院举行。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国
家的12位知名学者以及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国内高校学者共100余人与会
研讨。

多模态交际 ， 是运用听觉 、视

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
像、 声音、 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
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 多模态交际
研究不仅可以展示语言在交际和信
息传输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
且阐释了图像、 音乐、 色彩和其他
符号学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影
响， 是目前国际认知科学研究的前

沿热点问题之一。
会议旨在研究大数据背景下，

探索多模态交际适应多媒体和互联
网技术发展新趋势的路径， 以及语
言 、图像 、声音 、手势 、动作等多模
态的整合实现机制 。 会议期间 ，专
家学者将围绕“文学与艺术： 多模
态视角下的人类创造力 ”“社会媒
体与大众媒体： 媒体中的多模态应
用和整合” 等主题展开讨论， 会议
讨论成果将集中刊发于《外国语言
与文化》和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期刊。

� � � �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谢璐）
今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全集·
李艳卷》首发仪式，在长沙市新华联铜
官窑古镇的吴向明现当代刺绣艺术收
藏博物馆举行， 湘绣艺术文献又添一
枚“重量级”成员。

李艳是湖南长沙人， 高级工艺美
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湖南省湘绣
研究所副所长、总工艺师。 她将油画光
影、色彩表现与国画的技法、情致、意
境相结合，从针法、工具材料、题材表
现到产品类型， 对当代湘绣艺术进行
了一系列突破性创新。 她在传统鬅毛
针的基础上发明了汗毛针、卷毛针、绒
毛针、毛针4种新针法，使得湘绣在动

物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栩栩如生。 由
她设计创作和指导绣制的湘绣作品，
多次在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等国家级
的行业重要奖项中折桂。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全集·李
艳卷》包括大师口述史、专家对大师艺
术成就的述评等几个部分， 详尽记录
了她所创造的湘绣形式、技艺、针法、
材料和创作图稿， 是湘绣艺术乃至中
国工艺美术行业的重要文献资料。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曹焕

“杨开慧烈士不愧是忠厚传家的好
女儿、忠烈为民的好学生、忠义教子的
好母亲、忠贞爱情的好妻子、忠诚革命
的好党员。 参观杨开慧烈士事迹展，对
我触动很大，更加理解了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最近，省
民政厅机关组织党员干部到长沙县板
仓杨开慧烈士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年轻党员蒋琼华感慨地说道。

感受英烈情怀， 传承革命精神，一
队队远道而来的旅客、观众，在这个群
山环绕的小山村仔细端详每一件实物，
聆听讲解员的介绍， 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好看，有的看”是不少参观者临走前
留下的评价。

新文物新物件 不断发现归集
早些年， 墙壁里发现杨开慧书信，

曾带给人们惊喜。 之后，杨开慧烈士纪
念馆并没有止步，他们带来了连连不断
的惊喜。

近两年，该馆征集、收集到与杨开
慧、杨昌济等相关的文物30多件。 2017
年12月，纪念馆向伏家芬老先生（杨开
明外甥）征集了《杨开明日记》（原件）、

《板仓先生哀词录》；向王兴国先生（省文
史馆员、 国内最早研究杨昌济专家之
一） 征集了杨昌济早年编印的线装书
《教育学讲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辑》
等有关书籍资料28份，并首次发现了杨
昌济手迹。

今年10月28日，长沙军分区干休所
原所长杨革其(杨开慧烈士侄孙)和人民
银行湖南省分行原行长、原省人民政府
参事缪曼聪(杨开慧烈士侄孙媳妇)夫妇
二人，来到烈士纪念馆，将自家珍藏了
70余年的杨家三代人用过的字典、有
105年历史的西洋座钟，以及砚台、铜锁
等6件杨开慧烈士遗物， 无偿捐赠给杨
开慧烈士纪念馆。 物件无言， 却能让人
感知当年杨开慧使用它们的痕迹，似乎
还在散发着穿越时空的温润。

新添纪念设施 提供免费服务
杨开慧烈士纪念馆还新建杨展烈

士纪念碑、 整治杨开明烈士墓周边环
境，完成了毛岸英烈士衣冠冢和杨开慧
烈士墓、毛岸青邵华墓汉白玉围栏建设
项目，对杨公庙进行整体维修，提质改
造星级旅游厕所，对烈士陵园前广场和
生态停车场进行砖改油、 换栽樟树，新
建了风雨连廊、文化围墙等，使得纪念

设施更加丰富。
长沙市、县着力推进开慧镇新农村

建设，杨开慧烈士陵园周边新添花海水
面，新栽梅树桂花等观赏性树木，改善了
景区植被内容，逐步形成独特景色。

免费参观、免费讲解、免费停车、免
费提供茶水、免费提供宣传资料、免费提
供教育场地和设施、免费提供残障人员
服务设施、免费提供资料查询、免费提供
简易药品、免费提供宣传教育资料播放，
杨开慧烈士纪念馆“十免费”优质服务标
识，用温暖的丝线把观众带入思念的心
海。

新的讲解方式 直抵观众心灵
观众对纪念馆、展馆看得好，先在于

讲得好、会介绍。 杨开慧烈士纪念馆加强
讲解员日常培训和教育管理，让他们开启
全屏、全景式讲解。 杨开慧烈士生平业绩
陈列馆主讲“骄杨颂”，杨昌济生平事迹陈
列主讲“欲栽大木柱长天”，毛岸英、毛岸青
生平事迹陈列主讲“骄杨之子”。 三个陈列
各有侧重又互为印证，帮助观众多侧面理
解杨开慧烈士。

开展主题日宣教活动。 该馆充分利用
“廉政宣教日”“清明节”“建党节”“国庆节”
“烈士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主动组织

和配合各级部门，特别是中小学校、党政
机关、部队，开展主题鲜明、生动直观的宣
传教育活动。 今年以来，他们推出“传承开
慧精神，以初心耀党心”系列专题党课，馆
长开讲，少讲“普通话”，多讲自身感悟理
解， 向观众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杨开慧，收
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主动走出去，开展“开慧精神”巡展
活动。 讲解员将展览送进校园、 机关企
事业单位、村和社区。 9月28日，在长沙
仰天湖小学巡展中，他们通过讲座、红色
故事会、文艺节目等形式，让孩子们受到
一场新颖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丁班梁凌
瑞同学说：“通过这次活动， 我明白到我
们小学生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要继
承革命先辈的精神和信念，自觉传承红
色基因。 ”

永恒的骄杨，璀璨的板仓。 目前，我省
100多家单位在杨开慧烈士纪念馆设立了
爱国主义教育、德育教育基地，建立长期
共建合作关系。 据统计，今年1至9月，纪念
馆接待观众117万多人次， 人数创历年同
期新高。 参观者在这里以献一束花、鞠一
回躬、听一段讲解、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上
一次党课的方式，与杨开慧烈士等先辈进
行心灵对话，再一次升华对党、对革命事
业、对家庭、对爱人的态度。

湖南师大举办
多模态交际国际研讨会

而今骄杨更青春
———走进杨开慧烈士纪念馆

湘绣艺术文献添“新瓦”

“一天卖了800多元”
———湖南机电职院助力十八洞村

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