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座城这家人》
创作研评会召开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张雨）昨天下午，由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电视剧司指导、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展研究中心承办的电视剧《那座城这家
人》创作研评会在北京举行。 与会专家称
这部剧标志着中国电视剧正从泛娱乐化、
虚无化的浮躁状态向着忠实于生活的现
实主义创作的方向变化、发展。

据悉, 湖南卫视参与投资出品的44
集《那座城这家人》是国家广电总局纪
念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一批重点推荐剧，
12月2日开始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
播出。 该剧通过唐山大地震后，一个由7
个姓氏组成的特殊家庭重建家园、共度
时艰的故事，集中了改革开放40周年中
国发展的成就，全面呈现出一幅城市重
建和人们心灵重建的40年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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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周仁 焦盛洋

“我宣誓， 退伍不褪色， 返乡建家
乡！ ”12月10日上午， 今年刚刚返乡的
100余名常德籍退役军人代表举起右拳，
肩披绶带、胸带红花，庄严宣誓。

当天， 常德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联
合举办首届“欢迎老兵回家”活动，军地
领导、 今年返乡的退役军人和家属代表
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300余人参加，气
氛热烈而又庄严隆重。据了解，常德市筹
划组织“欢迎老兵回家”活动，一改以往
“参军入伍时热热闹闹，退役返乡时冷冷
清清”的局面，真正让退役军人感受到社
会的尊崇，激发他们退伍不褪色、返乡建
新功的壮志豪情。

昔日从军报国，今朝载誉归来
12月初以来， 常德市党政军主要领

导分批来到车站迎接今年陆续返乡的老

兵， 同时组织安排退役军人的家属到车
站共同迎接，营造暖心氛围。

12月2日上午10时， 一列载着老兵的
火车缓缓驶入车站站台，老兵们一下火车
就被一股股暖流团团围住。军地领导在车
门口一一握手迎接，为他们披上“光荣退
役、返乡荣光”绶带，少先队员捧上一束束
鲜花献给老兵，并向他们敬礼；家人们举
着“老公，你最棒”“爸爸，您辛苦了，我们
接您回家”等标牌迎候。 家乡人浓烈的关
怀，让这些“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军营硬汉
忍不住眼眶发红，掉下泪水。

刚刚从西部战区陆军某部退役回来
的四级军士长杨庆难掩内心的激动，“万
万没有想到退伍返乡后，家乡举行这么隆
重的仪式迎接我们，让我们所有老兵感到
莫大的荣光，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

青春镌刻军营，光荣带回家乡
在“欢迎老兵回家”活动现场，10位

优秀退役士兵代表身着戎装、 肩披绶带

走上前台，胸前的军功章熠熠生辉。
在武警新疆总队山地反恐部队服役

8年的陈谚， 在多次反恐行动中出生入
死，伤口留下的疤痕是他无言的勋章。张
应龙从军十六载， 经历3次亲人去世，他
化悲痛为动力， 不断提高作为一名雷达
兵的本领，接连立功受奖，成为部队的典
型人物。 老兵张伟今年在俄罗斯参加国
际比赛获得第二名， 为国家和军队争了
光，荣立二等功。他不仅自己多次打破比
武竞赛纪录，还带出许多优秀的尖兵。

荣誉属于每位老兵， 也是家乡的荣
耀。常德市双拥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为每人拍摄制作了专题短片， 并将在
媒体播放。

参军保家卫国，返乡再建新功
今年71岁的退役老兵田工，受邀来到

活动现场。 在13年服役期间，他曾荣立二
等功1次、三等功3次，受各种奖励8次。 在
一次抢险救灾中，田工身受重伤，被截去

整条右腿和部分右臂。 致残后，他以“用拐
杖支撑身躯，用信念支撑人生”的意志积
极生活。田工鼓励战友们继续保持军人情
怀，在人生的新征程中再创新辉煌。

此次活动， 常德市委市政府和军分
区还特意为退役老兵发放别致的“礼
包”：一封写给老兵的信，以文字表达关
怀与祝福，介绍家乡发展现状；一份退役
士兵报到通知书， 介绍优抚安置服务具
体措施和情况；一个富有军旅特色的“子
弹头”形状U盘，让老兵返乡在“第二战
场”记录人生精彩。

与此同时， 活动现场专门组织了退
役士兵就业专场招聘会，60多家招聘单
位提供400多个招聘岗位，还为退役士兵
提供政策咨询、转组织关系等“一站式”
服务。

活动现场，军地领导表示，退役军人
工作是涉及国家利益的重要政治工作，
我们要让厚待牺牲军人、优待现役军人、
善待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 杨哲）
数据显示，长沙电动车保有量达近100万辆，不少电动车“任性”
行驶，逆行、闯红灯现象层出不穷。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10日
发布，自12月8日启动电动车闯红灯和“电的”、快递、外卖3类电
动车严重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后，两天时间共查扣交通违法
电动车775台次。

据介绍，从12月8日至年底，长沙交警将开展电动车闯红灯
和“电的”、快递、外卖等3类电动车严重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
明年起转为常态管控。 集中整治行动主要整治5类重点交通违
法行为：闯灯、越线、逆向行驶；违法加装伞具、座架的；搭载多人
的；占用机动车道的；扎堆占道乱停的。

集中整治中，交警将在20个重点整治路口设立固定整治点，
同时各勤务大队组织流动整治小分队在辖区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 利用智能交通系统等科技设备，逐步推广运用人脸识别、车
辆特征识别等新科技，通过电动车违法智能抓拍系统，自动抓拍
电动车交通违法。

同时，交警将对“电的”从业人员进行摸底造册，联合街道、
社区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与外卖企业建立警企协作机制，通报
企业交通违法信息，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对电动车违法现象突
出的快递、外卖企业进行约谈，督促其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
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与管理。

第九届省社科界学术年会
主场报告会召开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尹虹）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九届省社科界学术年会
主场报告会今天上午在长沙召开。 本届学术年会征文获奖代
表，省社科联机关、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市州社科联、高等院
校、社科普及基地等单位代表共300余人参加报告会。

本次学术年会共收到学术论文360余篇，评出优秀论文
特等奖18篇、一等奖40篇、二等奖60篇。省政府参事、省委党
史研究室原主任张志初，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唐宇
文，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世平，在主场报告
会上作了主旨演讲。

据悉，本次年会采取“1+5”模式，“1”就是今天的主场报
告会，“5”是5个专场报告会，分别围绕“乡村振兴”“金融风
险防范”“脱贫攻坚”“文化科教”“文化旅游与乡村治理”进
行，都已成功召开。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易禹
琳 通讯员 孟斌 ）近日，中乌“一带一
路”影视文化交流活动在乌兹别克斯坦
首都塔什干举办。 湖南和光传媒联合芒
果影视、橙天嘉禾影业，代表影视湘军，
就中乌联合投拍电影《英雄》、合力投建
“塔什干三城影视基地”和重启“塔什干
国际电影电视节”等三个项目召开了专
题座谈会，并向乌兹别克斯坦赠送了11

部中国优秀的影视作品。
座谈会上， 作为乌兹别克斯坦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专项创作的电影
剧本《英雄》，双方初步达成由湖南和光传
媒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影电视总署、电
影控股集团联合投资拍摄的意向。

在中乌“一带一路”影视文化交流
新闻发布会上，和光传媒董事长罗浩代
表橙天嘉禾影业及芒果影视，向乌兹别

克斯坦国家电影电视总署赠送了电影
《星语星愿之再爱》，电视剧《国歌》《刘
海砍樵》《秋收起义》《长沙保卫战》《毛
泽东》 等11部中国优秀的影视作品，并
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影电视总署、电
影控股集团签署了中乌“一带一路”影
视文化交流备忘录，计划未来5年，中方
将免费向乌兹别克斯坦赠送由三家单
位制作的影视作品。

宁夏湖南演出周演绎湘宁情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通讯员 刘清 记者 龙文泱）12

月5日至10日， 为期5天的宁夏湖南演出周活动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举行。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演艺集团与宁夏演艺集团共同主
办， 湖南艺术工作者为银川观众送上了原创话剧《沧浪之
水》《丝路湘音》音乐会等湖湘特色浓郁的节目。 湘宁两地民
乐团与艺术家合作，演奏了两地代表性曲目《春到湘江》和
《花儿随想》，湖南苗歌与宁夏花儿同台竞技。 特意为本次文
化周创作的朗诵与民乐《幸福的纽带》把演出推向了高潮。
活动期间，银川气温低至零下16摄氏度，精彩的演出吸引了
许多市民冒着严寒前来观看。

本次活动是湖南省演艺集团与宁夏演艺集团文化交流
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7年6月，双方签订了《文化交流合
作协议》，确定了两地在剧目创作、演出、人才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共同培育演艺品牌，使两地文化互通互融、互帮互
助，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银铮铮 ）今晚，长沙花鼓戏
《老赵家的感恩节》 在北京全国地方戏
演出中心上演，拉开了“2018湖湘优秀
小戏晋京展演”的序幕。

湖南文化底蕴深厚， 地方戏剧特色鲜
明，19个地方剧种有“十九和弦”之称。湖南

地方小戏在全国久负盛名，20世纪60年
代， 由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
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曾红遍大江南北。

本次展演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承
办。 12月11日至14日，花鼓戏、京剧、祁
剧、昆剧、汉剧、苗剧、丝弦、阳戏等多个

剧种共16台小戏将亮相北京，展示湖南
地方戏剧的新面貌。 展演可谓“名家云
集，经典荟萃”。 周回生、谢晓君、罗艳、
王阳娟、肖笑波等省内各个剧种的名家
将登台献艺。 演出的剧目题材丰富、流
派纷呈，既有花鼓戏《补锅》、京剧《宇宙
锋》等传统经典，也有阳戏《婆媳买衣》、
邵东花鼓戏《偷鸭》等反映当代生活、获
得国家级和省级奖项的现代精品。

从军最光荣 返乡也荣光
———常德市首届“欢迎老兵回家”活动纪实

中乌举办“一带一路”影视文化交流活动
影视湘军将与乌合拍电影合建影视基地

湖湘优秀小戏晋京展演开幕

长沙严管电动车交通违法
两天查扣交通违法电动车775台次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李曼斯 唐梦
辉）12月8日至9日，SICOT中国部数字骨
科学会湖南省分会成立大会暨国家继续
教育项目“数字化技术及3D打印技术在骨
科临床应用学习班”在长沙举行。 来自全
国各地的骨科专家带来最前沿的数字化
技术及3D打印技术在骨科领域的研究成
果及临床理念。

此次大会由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
协会（SICOT）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主
办， 长沙市第三医院承办。 大会上，
SICOT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湖南省分
会正式成立，长沙市第三医院骨科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雷青当选主任委员。

据了解，近年来，3D打印技术在医学上
的运用日益广泛， 并在我省各级医院落地
开花。其中，长沙市第三医院作为长沙市3D
打印医学应用服务平台， 其技术支撑已经
覆盖周边省市20余家大型三级医疗单位。

拥抱亲情
12月11日， 参加

“感恩父母， 拥抱亲
情”主题班会后，学生
与家长流泪相拥。 当
天， 长沙市第21中学
开展以自然、自主、自
在为核心的“三自”课
堂教学开放日活动。
培养学生的感恩之
心， 促进学生与家长
的交流。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吴灿阳
摄影报道

骨科专家
长沙论剑“3D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