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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赋能，
构建全民受益工伤预防体系

时间倒回至半年前。
4月 22日上午，“工伤预防在你身边”

文创大赛新闻发布会顺利举行。长沙面
向全社会发出邀请，征集涵盖海报设计、
包装设计、工艺品设计、短视频、广告语等
多个领域，以工伤预防为主题的平面设
计、文创产品、视频制作、公益宣传文案等
创意作品，拉开了长沙市又一全新工伤预
防模式的序幕。

“工伤预防是建立健全工伤预防、工
伤补偿和工伤康复三位一体工伤保险制
度的重要内容，积极抓好工伤预防是避免
和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有效保
障职工的生命安全、减少经济损失、促进
企业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手段。”
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
中海说道。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呈高发、频发态
势，严重威胁职工在生产、工作环境中的安
全和健康，工伤预防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

启动“工伤预防进园区”系列宣教活
动。深入望城经开区、长沙县和祥科技园
等园区企业发放工伤预防宣传资料、解读
工伤保险政策法规，使工伤保险真正深入
人心、惠民生。

开辟《人社直通车》电视专栏。与长
沙广电新闻中心合作开辟专栏，直面观
众，通过电视屏幕传递工伤预防理念和人
社政策知识。

推进地铁端公益宣传。在长沙地铁
电视播放工伤预防公益宣传片，将工伤预
防宣传覆盖地铁出行人群。

建设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地。打造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
地等集工伤预防宣传宣教、案例警示、参
观交流、互动体验、教育培训、测评训练等
为一体的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地，让工伤
预防看得见、留得住。

举办现场互动与持续改善式工伤预
防培训。通过工伤风险评估、工伤预防培
训、企业回访，重点向基层员工普及工伤
预防知识。今年已深入长沙 50 家大中型
企业，培养 500 名导师，培训覆盖职工超
过5000人次。

推进工伤预防标准化培训。通过全
国首个工伤预防标准化体系建设，构建工
伤预防标准体系，改善行业的职业安全生
产状况，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

开展安全生产培训。结合安全生产
典型案例，把培训作为宣传载体，使参与
培训员工增强危险因素辨识能力，改善行
为习惯，防止事故发生。

开发工伤预防齐闯关电子游戏。通
过对不同场景的模拟，在提供趣味性的同
时，寓教于乐，帮助参与的网友在游戏闯
关过程中，强化工伤预防相关知识，提高
安全意识。

……
为推进工伤预防工作多元化、规模化、

社会化，近年来，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先”的工作理
念，不断在宣传方式上求创新，在培训模式
上求突破，积极探索工伤预防新思路新方

法，健全预防体系，
有力地保障了广大
职工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从源头上
减少了工伤事故的发
生。

“我们的工伤预防
工作正从‘限时限地’向

‘随时随地’，从‘形式为主’向
‘内容为王’，从‘被动推’向‘主动
做’，从‘政府包干’向‘社会化’合作转
变。”刘中海书记介绍道，“我们要以此次
文创大赛为依托，着力构建全民受益的工
伤预防体系。”

短短几个月，当数以千计的文创作品
从全国各地来到长沙，当活动受到社会各
界特别是医疗、文化创意、学校等领域的广
泛关注，当大赛组委会、相关领域教授、省
市级文创领域专家、知名媒体等组成的专
家评委，对参赛作品好评不断，我们知道，
被创意赋能的工伤预防终于“出圈”了。

青春加持，
展示“敢为人先”湖湘精神

“我爸爸在工厂上班，以前也见过他
的同事受很严重的工伤，所以我们要注意
安全，重视工伤预防，因为你的背后还有
一个家庭。”谈及参赛初衷，获得了网络
最受欢迎作品奖的赵一纯认真地说道。

10月9日，“工伤预防在你身边”文创
大赛网络赛区投票开启。短短 8 天时间，
经过初步筛选后的平面类、文创类、文案
类及视频类 242 份入围作品，创造了累计
访问量高达161万、累计投票数超过11万
的历史纪录，最终评选出了12名网络最受
欢迎作品奖的获得者，赵一纯就是其中之
一。来自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的赵一纯是
一名大三学生，通过学校了解到这次活动
后，她发挥数字媒体专业所长，围绕爸爸
在工厂的一天拍摄了视频短片《我不是超
人》，最终脱颖而出。

“深度融合学院、学生等方面的力量，
为工伤预防事业注入新的创造活力与激
情，从而能有效扩大工伤预防社会覆盖
面，提升全社会工伤预防意识。”长沙市工
伤保险服务中心主任王平告诉我们。

为鼓励更多的人了解工伤预防、重视
工伤预防、参与工伤预防，此次“工伤预防

在你身边”文创大赛以“主题赛事+社会倡
议+特色分赛”为亮点，在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同步设立分赛区。在疫
情期间开学延迟等特殊情况下，学校创新
采用网络授课、安排作业等方式，有力推
广了赛事宣传，形成了“学院统筹部署、教
师针对指导、学生踊跃报名”的良好局面，
贡献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水准的创意
参赛作品。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
制作专业的梁国岚设计的作品《请你保护
我》从身边出发，通过带有预警标识的指
示牌，巧妙运用黑色+黄色的醒目搭配，将
工伤预防直接明了地凸显出来，赢得了该

校园分赛区一等奖、总决赛二等奖。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大二学生蔡武从不知道何为工伤
预防到设计出运用中国传统的书
法文化，结合工伤预防工具以及
心理关怀方式，刚柔并济地展现
工伤预防重要性的作品《预》花了
整整一周时间，最终获得了总决
赛二等奖。

……
像梁国岚、蔡武这样积极参与工

伤预防大赛并获奖的学生还有很多。
据统计，5个月的征集时间里，各校园分赛
区共投稿作品 811 件，其中 130 件作品入
围网络评选。

“艺术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传承，
在艺术创作中修炼品行，提升人格，于艺
术创意中服务人民，借工伤预防创意大赛
之东风，让艺术人生在公益事业的热忱中
慢慢体现出来。”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院长石家泉如是说。

“以工伤预防大赛为平台，在将创新
思维转变成实际作品的过程中，不断加深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不断加强动手
实践能力、培养创新能力与团队协作精
神”。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副校长谭见君给
予肯定。

“通过比赛的形式既能有力推进工伤
预防知识的宣传及普及，也能促进学院文
化建设，激发学生的创作理念，推动设计

原创力量的成长。”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
术学院视觉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徐新平
评价道。

一众敢为人先湖湘青年的碰撞，让他
们创造的热情、心中的梦想擦出了思想的
火花，为丰富大赛作品、活跃大赛氛围、延
伸大赛内涵注入了强大青春动能，鸣奏出
全新的多彩乐章。

服务生活，
拥抱“生命至上”美好未来

2012 年在出差途中因车祸造成半身
瘫痪的彭忠，曾一度一蹶不振。在湘雅博
爱康复医院康复治疗期间，经过悉心照
料，彭忠开始努力自强不息，最终成为了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的一名工伤预防宣讲
员，进工地、学校、企业普法宣讲，以身示
警，传递正能量。

这个彭忠就是连环画《以身示警，争
做工伤预防人》里的原型。湘雅博爱康复
医院职业与社会康复科以他为案例设计
的连环画艺术性与警示性兼具。

生活创造艺术，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
的作品在此次大赛上并不少见。

“MAOMAO就是帽帽，也就是安全帽
的意思。”从事景观设计的福建人林子斌
工作中经常会与工人们打交道，在他看
来，齿轮代表工人形象，以预防伤害的安
全帽为原型，增加创可贴作为装饰，周边

环绕着护目镜、警示锥等提醒预防装饰，
可爱易懂、更生活化的形象，能让工人看
到《MAOMAO》便能想起戴上安全帽。

11 月 6 日，长沙市首届“工伤预防在
你身边”2020 创意作品征集大赛总决赛
颁奖仪式举行。经过初步筛选、网络投
票、专家评定，最终决出了一等奖 1 名、二
等奖3名、三等奖5名、网络最受欢迎作品
奖12名、优秀作品若干名。林子斌依托生
活创作的《MAOMAO》一举夺魁，拿下了
现场的万元奖金。

“工伤预防文化创意是社会工伤预防
意识有力提升的具体体现，也是满足劳动
者安全需要的重要载体。”王平主任说，

“要来源于生活并服务生活才能实现真正
的价值。”

为让文化创意从专业殿堂走向社会
大众，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从 10 月底
开始，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先后在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
职业学院、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校
园分赛区布置了工伤预防主题展厅，利
用学院优势，变身长沙工伤预防文化创
意的宣传窗口，向社会展示本次文创大
赛优秀作品。

生动有趣的工伤预防海报挂满墙间，
工伤预防意识、工伤预防措施、工伤事故
综合预防等知识醒目地张贴在餐厅……
11 月 18 日，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与
湖南知名企业么子小吃餐饮公司合作打
造的国内首家工伤预防主题文创餐厅—

“工伤预防×么子烤肉”主题文创餐厅正
式上线，另一家“工伤预防×三肥两瘦”主
题文创餐厅也即将面世，一场奇妙的工伤
预防界与餐饮界的跨界合作就此展开。

“这是长沙 2020年最具创造力、影响
力的工伤预防项目之一，将为我市工伤预
防事业注入强劲的发展动能与活力。”王
平主任认为。设计、装修、布置……从大
赛结束到主题宣传餐厅推出，短短 12 天，
彰显的是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对抓
实抓牢工伤预防工作、创新工伤预防模式
的决心和担当。

为推动文创作品实践应用，长沙市工
伤保险服务中心以此次大赛为契机，与湖
南知名餐饮公司么子小吃建立了长期的
交流合作关系，积极推动大赛作品文化创
意应用，共同筑牢安全屏障，让工伤预防
以极具创意、生动有趣的方式，走到每个
人身边、走进每个人的心底。

下一步，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还
将采用“线上+线下”同步展播的方式，建
立工伤预防文创作品网上展厅，让作品展
示脱离时间、地点、人群的限制，并陆续走
进各大园区、企业、协议机构，聚焦重点人
群，使工伤预防文化创意传播更具针对性
和现实性。此外，还将设计制作文化衫、
保温杯、帽子、本子等一系列工伤预防周
边产品及衍生物，推动创意设计向工伤预
防产品的优质转换，使工伤预防呈现更有
新意、更具活力的形态，让“生命至上”的
理念深入人心，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智汇潇湘 为 护航
——写在长沙市“工伤预防在你身边”2020创意作品征集大赛收官之际

周 佳

这是一场创意的文化盛宴。6个多月，199天，4776小时，初步筛选、网络投票、专
家评定……来自湖南、福建、江西等全国各地的 1025件文化创意作品汇聚潇湘竞风
流。

这是一个开放的青春舞台。各医疗机构、设计单位、文创企业积极响应，联合湖
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创办校
园分赛区，校园内外，青春的激情不断碰撞出精神火花。

这是一个温暖的美好未来。从政府到企业，从社会到校园，从线上到线下，共同
为爱筑牢安全屏障，撑起生命绿荫，充分让关爱走到每个人身边、走进每个人的心底。

11月6日，由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主办
的“工伤预防在你身边”2020创意作品征集大赛总决赛颁奖仪式举行，长沙市首届以
工伤预防为主题的大型征集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冬意初临，生机依旧。一场“人人参与、人人重视”工伤预防的热潮正在星城长沙
激情涌动——

爱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校园分赛区

优秀作品展示。

（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提供）

“工伤预防在你身

边”2020 创意作品征集

大赛二等奖作品—《请

你保护我》。

“工伤预防在你身边”

2020 创意作品征集大赛总

决赛颁奖仪式现场。

“工伤预防在你身边”2020创意作品征集大赛，平面设计作品

《MAO MAO》一举夺魁。

全国首家工伤预防主题文创餐厅在

长沙么子烤肉（太平街旗舰店）精彩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