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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杨媛媛 黎蓉 徐婷 ）今
天，湖南省首届少先队辅导员风采大
赛在长沙市砂子塘吉联小学举行启
动仪式。各市（州）通过层层比赛，选
拔出70名优秀辅导员参加比赛。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湖南省委、湖
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少工委联合举
办，分为少先队基础知识测试、少先

队活动案例讲解、主题演讲、团队风
采展示、 少先队工作情景处理答辩、
少先队活动辅导员技能交流等环节，
将在两天半的赛程中为全省的少先
队辅导员提供相互交流学习、共同进
步的平台。大赛将推动少先队辅导员
结合新时期、新特点，以学生喜闻乐
见的形式，创造性地开展适合队员们
的少先队活动。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李清华） 今天上午，由
张家界高新区承办的省市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张家界众创空间正式
投入运营。

张家界众创空间以“互联网+文旅+
高新技术+X”为主营模式，落实张家界
人才行动计划构建的全要素开放式新
型创业服务平台， 致力于初创型企业
孵化、项目咨询、产业扶持等全方位的
创业培育服务。

据介绍， 张家界众创空间于2017
年12月动工，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今年9

月竣工，建筑总面积2700余平方米，设
置办公工位216个、创客咖啡1间，以及
多个共享型会议室、项目洽谈室、产品
展厅、培训教室、不同型号的办公室、免
费信息阅览及信息交流系统等。

为了更好服务大众创业，张家界
众创空间设立了100万元规模的“种
子基金”； 所有通过审核的创业团队
都可免费入驻， 实现零成本创业。目
前，已入驻创业团队、企业15家，开展
培训活动10余次， 集聚和服务创客
100余名，初步形成“苗圃—孵化—
加速”科技创业孵化链条。

� � � �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龙
文泱 通讯员 李佳蔚）21日晚，“雅韵
三湘·音乐经典”2018湖南音乐季闭
幕式———“德奥之声” 交响音乐会在
湖南音乐厅上演。

本次演出由国家一级指挥肖鸣
担任音乐总监、指挥，青年指挥家周
小诗担任指挥，旅德钢琴演奏家张海
鸥担任钢琴独奏，长沙交响乐团（原
湖南交响乐团）担任演奏。

演出上半场，肖斯塔科维奇的《节
日序曲》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7周年而
作，它以美妙动人的音乐语言描绘了人
民庆祝节日的欢乐景象；莫扎特的《C大
调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 开曲雄壮，中
间乐章优美，终乐章诙谐生动。

演出下半场，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
交响曲》激情上演。该曲又名《命运交响
曲》，表达了创作者“扼住命运的咽喉”
的自信与决心。长沙交响乐团选择该曲
作为2018湖南音乐季的终曲，意在给予
人面对生活的勇气，展望美好的未来。

据悉，“雅韵三湘·音乐经典”2018
湖南音乐季期间， 长沙交响乐团为观
众带来了29场内容多样的演出， 邀请
了德国指挥家鲁易斯·亨姆、美国指挥
家斯科特·维斯、长笛演奏家倪一珍等
名家， 演奏了大编制、 高难度的马勒
《第三交响曲》、 音乐织体极为复杂的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等交响音
乐作品， 推出了《原野》（音乐会版）、
《卡门》等中外优秀歌剧。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长江烟雨色，候鸟舞翩跹。近日，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
阁老巡护检测点，再次成为爱鸟之人
关注的焦点，第十届洞庭湖观鸟节卫
星定位鸟类监测研究活动在这里举
行。

此次活动是保护区联合北京林
业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展的“跟
着鸟儿去飞翔”科普活动。来自全球
各地的鸟类专家、环保志愿者从四面
八方而来，一起见证保护区利用全球
最先进的鸟类卫星跟踪技术，观察候
鸟行动的轨迹、生活的习性、栖息的
家园，共同期许“跟着鸟儿去飞翔”。

如今的“小木屋”与众不同，眼前
铺就一条芦苇路， 这里鸟鸣声声、人
声鼎沸。黎明时分，岳阳市林业局副
局长杨大成领着工作人员忙上忙下，
为候鸟放飞做准备。保护区管理局副
局长刘友君说，此次放飞的200只鸟
共有5个品种，大部分是伤愈的候鸟，
有20只鸟安装了卫星定位跟踪器，

其中有1只鸿雁、7只豆雁、12只赤麻
鸭。

风雨中，保护区工作人员细心检
查鸟类及卫星定位设备的状况后，将
鸟儿小心翼翼放进一个长10多米、
宽5米、高5米的放飞网棚中。

“赤麻鸭001·YDDTL061、豆雁
001·YDDTL026……” 记者在现场
看到， 此次放飞的20只鸟都有各自
的“名字”。

9时30分，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
到来。网棚门一打开，鸟儿们陆陆续
续走出来，振翅高飞，飞向久别的家
园……

放飞鸟儿后，大家兴致勃勃地来
到小木屋参观。为鸟儿安装追踪器的
湖南环球信士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
欧阳文清说，鸟类追踪器是安装在鸟
的背部或者脖子上， 将对鸟类位置、
温度、运动量、鸟类状态进行监测，对
鸟类迁徙进行研究。放飞后，每隔5分
钟将有一组数据发回。整理这些数据
可以得到完整的候鸟迁徙图谱。利用
卫星追踪装置研究候鸟迁徙规律，比
传统的做法更加快捷、准确、方便。

湖南首届少先队辅导员风采大赛开赛

张家界众创空间正式运营

“德奥之声”奏响星城
2018湖南音乐季落幕

跟着鸟儿去飞翔

梦幻灯光秀
12月24日夜晚，长沙世界之窗开启迎

新梦幻灯光秀。 游客除了可以登上光彩夺
目的百米摩天轮赏星城美景外， 还可观看
古堡灯光秀、彩灯音乐喷泉等。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邓婷 摄影报道

永州税务
倾心服务民企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肖明剑 张媛媛）“我们企业今年获减税
14万多元，占企业纳税总额12%。”近日，为企
业详细解读税收新政， 辅导纳税人正确填写
申报表，落实减税减负。今年以来，全市1407
家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
同比增长48.5%， 共计减免企业所得税
1494.88万元，户均减免税1.06万元。

同时， 永州市税务局加强与银行金融
机构互动， 及时向合作银行推送A、B级纳
税信用评价结果， 协助银行金融机构推出

“税易贷”“税融通”等信贷产品，破解民营
企业“融资难”。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黄礼

12月13日， 从法国图卢兹市传
来好消息： 在第六届中法地方政府
合作高层论坛上， 湖南与法国中央
大区提交的“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
达尔纪纪念馆”项目，被评选为“中
法友谊奖”。

而在2016年成都举办的第五届
中法地方政府合作高层论坛上，湖
南与法国中央大区提交的“湖南省
矿区影响减缓的研究与技术示范”
项目获得“中法地方合作奖”。

从蒙达尔纪出发， 湖南与法国
中央大区传承中法友谊、 共创美好
未来。

蒙达尔纪见证美好初心

“五四运动”前后，为了寻求救
国图强、改造社会的道路，一大批中
国有志青年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
动，由毛泽东、蔡和森等湘籍学生创
立的湖南新民学会也积极参与 。
1919年，新民学会多方筹集资金，资
助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
学。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赴法勤
工俭学共1600人，湖南有346人。值
得一提的是， 在全国旅法勤工俭学
的60名女生中，湖南就占了40名。

位于蒙达尔纪雷蒙特列街15号
的三层法式公寓，见证了这段历史。
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李
立三、蔡畅、罗学瓒等革命先辈，有
的在这里居住过， 有的在这里活动
过，这幢公寓成了他们学习、研究和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

这一时期， 蔡和森以顽强的毅
力，用“霸蛮”的精神，“猛看猛译”马
克思主义著作，先后译出了《共产党
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
与革命》 等一批马列著作的重要章
节， 为中国革命寻找经验、 求索真
理。 蔡和森及时向国内的毛泽东等
会友宣传、介绍，并相互讨论分析。

经过实践斗争的锻炼， 蔡和森、
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一批留法勤
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青年，更加坚定
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0年7月6日至
10日，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赶
到蒙达尔纪，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连
续开了5天会， 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标和道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
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了建立
中国新民主主义政党的主张，并建议
命名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历史上有
名的“蒙达尼会议”。

正因为如此， 蒙达尔纪这座城
市被称为“中国共产主义摇篮”，它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初心，
是不少人心中的红色圣地。

红色旅游与历史小楼
“结缘”“牵手”

时光荏苒， 雷蒙特列街15号仍
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定格住了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2014年， 时任湖南省省长杜家
毫在访问蒙达尔纪期间， 曾到访雷
蒙特列街15号， 得知当年这幢公寓
居住的大多是湖南籍的革命青年
后， 即嘱托随行的相关人员留下来
了解情况， 之后湖南买下了这幢有
故事、有温度的寓所，将其改造成一
个小型纪念馆， 作为湖南走向法国
乃至世界的一扇窗口。

2016年8月27日，湖南首个也是
唯一一个海外主题纪念馆———“中
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
正式免费对外开放。 上世纪初那一
群心怀救国救民志向、 追求真理的

中国青年， 与蒙达尔纪这座城市一
道， 再次栩栩如生地进入了人们的
视野。

纪念馆以“爱国、求索、奋斗、友
谊”为主题，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前
后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原
貌，同时也见证了中法两国的友谊。
陈展还洋溢着浓郁的湖湘气质，如
馆内陈列着湖南醴陵制作的两个陶
瓷盘， 一个是反映湘江码头图景的
“中国长沙”， 一个是反映1920年当
地火车站场景的“法国蒙达尔纪”，
深得当地游客青睐，常常围满了人。

湖南的红色旅游与历史小楼
“结缘”“牵手”， 蒙达尔纪纪念馆也
成为了欧洲联系中国、 联系湖南的
桥梁，成为了中法交流的历史之窗、
文化之窗、友谊之窗和开放之窗。

如今，蒙达尔纪纪念馆每周三、
周六对外开放，开馆两年多来，参观
者络绎不绝。他们中，既有在欧洲的
华人，也有法国人、德国人、瑞士人；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也有蹒跚学步
的孩子；有的是全家老小齐上阵，有
的是坐着轮椅来参观， 给纪念馆馆
长王培文留下深刻的印象。“百年
前， 中国革命先辈在法国蒙达尔纪
市勤工俭学， 让这里的居民对中国
刺绣、 豆腐耳熟能详； 百年后的今
天， 蒙达尔纪的孩子们可以在课堂
上学习中文，可以来纪念馆参观，还
能去湖南与中学生交朋友。”她说。

演绎增进了解、 加深
友谊的鲜活故事

蒙达尔纪纪念馆是湖南与法国
友好交往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高层互访不断、携手进
行水资源保护治理、 互派学生交
流、 开展矿产整治合作……远隔
重洋的两地越走越近， 彼此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
湖南与法国中央大区签署合作

备忘录，双方在水资源领域科技研究
和信息方面加强交流，共同开展水资
源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利用、 人员培
训、信息共享、国际合作项目申请等。

2015年11月，由法国中央大区
政府资助20万欧元、湖南出资50万
元人民币的“缓解湖南省矿区影响
(ATIM-HUNAN)”项目正式启动，
以娄底涟水流域矿区为研究样本，
联合中法11家机构开展矿山酸性
废水生物处理关键技术研究。今年
7月，中法双方发布了项目成果：项
目中研发的重金属酸性废水处理
反应器可有效降低废水中的重金
属含量，下一步将在浏阳七宝山矿
区进行应用示范，以实现大面积推
广，预计可节约成本2/3以上。

据统计，2017年，湖南对法进出口
贸易总额达2.6亿美元， 同比增长
41.63%，经贸合作硕果累累。2017年11
月，法国著名房车企业Pilote集团与湖
南猎豹汽车举行签约仪式， 国内第一
家中外合资旅居车制造企业———“湖
南湃力特旅居车有限公司”落户长沙。

在湖南与法国的交往中， 文化
再次成为民心交流、跨越国界的“世
界语言”， 演绎着一个个增进了解、
加深友谊的鲜活故事。

湘书、湘绣、湘瓷、湘茶……1500
余件“湘” 字号文化产品齐聚巴黎。
2016年9月，以“传统与创新”为主题的

“感知中国———湖南文化走进法国”活
动，从世界遗产、现代艺术、人文风景三
个视角，在巴黎向法国人民集中展示了
湖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明年是旅法勤工俭学运动100
周年， 蒙达尔纪纪念馆将迎来更多
关注的目光。这扇窗口，既生动再现
了湖南与法国的过去， 更将彰显两
地灿烂美好的未来。

美好初心 传承情谊
涉外故事 湖湘名片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办

� � � �从蒙达尔纪出发， 远隔重洋的湖南与法国
中央大区越走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