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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隆回
华星职业技术学校

“机器人科普营”在
该校第二校区举行
了开营仪式。此次冬
令营活动内容包括
机器人编程软件学
习、守护家园机器人
对抗赛等，旨在让孩
子们感受科技的魅
力，培养孩子们的创
新思维。
通讯员 胡立 摄

工作人员在安装调试钢筋桁架

自动折弯生产线设备。

1 月 7 日，趁天气晴

好，隆回县羊古坳镇龙家

湾村妇女在晾晒手工红

薯粉丝。该村一直盛行手

工制作红薯粉的传统工

艺，是远近闻名的“红薯

粉丝村”。目前，该村红薯

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全

村年产手工红薯粉丝5万

多公斤。眼下正是红薯粉

丝加工销售的旺季，村民

通过电商平台、微信朋友

圈等多种渠道推介销售，

使之成为畅销市场的“香

饽饽”、帮助村民增收的

“软黄金”。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贺上升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刘朋飞） 1月8日，记者从邵东智能
制造技术研究院了解到，该院与长沙
巨星轻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
发设计的钢筋桁架自动折弯生产线
设备正式交付使用。该生产线将用于
生产巨星旗下多种型号的钢筋桁架
产品，具备自动放线、钢筋校直、钢筋
折弯、钢筋焊接、自动剪切下料等全
套加工工艺，其自动化水平、生产效
率均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是一

家以智能制造技术研发服务为核
心，集人才引育、企业孵化、快速加
工等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
该研究院相继为东亿电气、湖南科
力尔、环兴打火机等行业领军企业
提供生产自动化改造服务，协助企
业研发智能装备 30 余套，申请国家
专利300余项。

近期，《湖南省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推荐目录（第一批）》
正式公布，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成功入围，系邵阳唯一一家入围企
业。这意味着，该院的智能制造综合
服务能力已踏入全省领先行列。

近年来，湖南制造强省、智能制
造等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各地企业
纷纷响应号召，加速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通过生产自动化改造升级、

“机器换人”等手段提升产品质量、
生产效率，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突破口。

中国空心楼盖产业开创者——
长沙巨星轻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长
期致力于建筑新结构、新材料研究
开发与推广应用。为满足市场对高
标准、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提
升生产效率，该公司与邵东智能制

造技术研究院就生产自动化改造升
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作为双方合作
的首个自动化改造升级项目，钢筋桁
架自动折弯焊接生产线项目于2019
年6月正式立项。

6 项专利技术、10 多份技术图
纸、100多天日夜兼程、无数次现场安
装调试，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的
研发团队同巨星股份紧密合作，攻克
多个生产技术难题，不断优化整线设
计。今年1月2日，巨星股份钢筋桁架
自动折弯焊接生产线正式交付使用。

据该项目技术负责人介绍，钢筋
桁架自动折弯焊接生产线全长近50
米，集成钢筋自动放线、钢筋校直、钢
筋折弯等一整套工艺，生产效率比人
工生产线提高2倍，原先需要8人合
作生产的产品，现在仅需 1 人操作，
大幅降低了企业的人力成本。折算下
来，每年每台套设备能节省35万元。
除实现从原料至产品的整线自动化
生产外，该设备还能适应多种型号产
品的生产，可实现设备产能最大化。

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协助企业研发智能装备

引领企业搭上智能化升级快车

隆冬时节，一个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如同一股股暖流，涌动在
城市街道、乡村田间，把武冈大地辉
映得温暖如春，滋润着人们的心灵，
传播着文明的力量。

1月5日，武冈市人民医院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走进秦桥乡
的秦桥村、柳石新村两个贫困村，为
村民问诊、把脉、开处方、发放药品，
当天共义诊300余人次。

连日来，在共青团武冈市委的
号召下，青少年志愿者们开展了一
系列的“送温暖、践文明”文明志愿
服务活动，他们走上街头开展文明
交通劝导，去困难家庭开展走访慰
问，到集镇、村庄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和义务清扫等。

武冈市微爱公益发展中心、沙塔
公益协会、青少年公益联合会等，一
批新时代文明实践生力军，开展起特
色鲜明的主题公益活动，带动市民投
身公益事业。

武冈市大甸镇以商会为平台，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示范
试点，传播乡贤文化和乡贤精
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

民心中落地生根。
武冈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唐岳峰，去年放弃在外的高薪工
作，回到家乡带领村民大力发展辣
椒产业，开拓致富道路。他说：“带
领群众巩固脱贫成效，就是我践行
文明实践所尽的一份责任。”

……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正在通

过各种方式融入武冈百姓的生活。
目前，武冈全市 18 个乡镇（街

道）、315 个村（居、社区）已先后挂
牌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各单位、部门、乡镇
（街道）、企事业单位、村（居、社区）
分别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志愿服务大（分）队。全市
已成立志愿服务组织 110 余个，注
册志愿者达 8 万余名。全市掀起了
人人参与文明实践、共建幸福美好
家园的热潮，为脱贫提质和全面建
成小康武冈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道德支撑。

文明实践温暖武冈大地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郭骏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雷良军）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
成美好的人间……”1月12日，新宁
县巡田乡龙宫村老村部外的操坪热
闹非凡，随着暖如春风般的音乐声响
起，由新宁县妇联、新宁县民政局指
导，新宁县龙宫村委主办，湖南省阳
光社工服务中心、新宁县大邵公益志
愿者联合会承办的“把爱带回家”关
爱留守儿童暨新宁县龙宫村“儿童之
家”项目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序幕。

当天，久违的暖阳破雾而出，活
动现场人山人海。在龙宫村“儿童之
家”项目启动仪式上，该村易文兵等
爱心人士共捐赠了人民币10万元，
新宁县妇联捐款2000元、捐赠图书

200册，新宁县民政局捐款2000元，
邵阳市大邵公益志愿者联合会捐赠
图书500册……各方的关爱在这里
汇聚，直涌留守儿童的心头，助力孩
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据悉，龙宫村“儿童之家”由易
文兵等该村在外爱心人士携手发起
创办，村委会主动担当负责筹办，湖
南省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统
一管理。目前，该村共有留守儿童
54 名。“儿童之家”建成后，将切实
为儿童及家庭提供教育、卫生、娱乐
等公益服务，将有效解决儿童因父
母远在他乡“管不到”，爷爷奶奶溺
爱“管不了”这一难题，致力为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提供帮助。

关爱留守儿童 共建温馨驿站

近日，由湖南平溪江生态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排练演出的《爸
爸总是不回家》原创情景剧，受
2020 年中国少儿艺术春晚广东
分会场组委会、广东广播电视台
花儿少年艺术之星春晚节目的邀
请，赴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岭
南大会堂进行节目录制。

《爸爸总是不回家》原创情景
剧是根据洞口县文昌三小五（一）
班学生雷雨菡由于驻村扶贫的父
亲雷以金工作繁忙、经常不回家

而写的一篇作文改编成的情景
剧。湖南平溪江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排练该剧，向奋战在扶贫一线
的党员干部致敬。在洞口县2019
年10月17日举办的国家扶贫日
文艺演出中，该情景剧首次面世
就引起较大反响。后又经过 2 个
多月的精雕细琢，该情景剧日臻
完善，被广东广播电视台花儿少
年艺术之星春晚节目总导演梁宏
选中，邀请其参加节目录制。

（记者 艾哲）

情景剧《爸爸总是不回家》在穗录播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 斌）
1 月 9 日，绥宁县亮出一张独特的“文
化名片”——该县诗词散曲文化墙在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黄桑生态旅游区
西大门正式亮相，并对外开放。来自长
沙、邵阳的一批游客率先一睹全国诗
词散曲名家及本县散曲作者的诗词散
曲精品。长沙游客刘先生边观看边由
衷地说：“这些诗词散曲都是精品，绥
宁的美都在字里行间得到了充分体
现，真的不错！”

据悉，绥宁县诗词散曲文化墙是湖
南省首个县级诗词散曲文化墙，也是该
县文化与景点深度融合的结晶。文化墙
共雕刻展出省内外诗词散曲名家作品
33幅，其中《绥宁四八姑娘节》《黄桑山
水》《曲幽谷》等作品对绥宁的奇山异
水、浓郁的民俗风情进行了生动描述和
赞美，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绥宁县文化底蕴丰富，民族风情
浓郁，散曲创作普及，2017年成功创建

“湖南散曲之乡”，2019年成功创建“中

华散曲之乡”。近年来，该县组建了全
省第一个县级散曲组织——潇湘散曲
社雪峰分社，并先后成立了绥宁一中
新竹散曲社、寨市农民散曲社等组织，
散曲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县共有社
员378人，吸收邻县社员20人，共有社
员 396 人，其中 46 人分别加入了中华
诗词学会和湖南诗词协会。

为了全面提高全县散曲创作队伍
素质，该县先后举办培训班54期，上门
辅导38次，累计培训人数达上千人次。
通过培训，会员们创作能力提升，创作
热情高涨，共有50余人在《中华诗词》

《中华散曲》《湖南诗词》等国家级和省
级刊物发表散曲作品2000多首，获奖
作品300多首。特别是在中华散曲工委
编纂的《人世情》系列丛书中，绥宁有
90多人创作的400多支套曲和小令入
编，为全国县级之最。2018 年，绥宁县
成功举办了大美绥宁“绿洲杯”全国散
曲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市、
自治区2031人的3116首参赛作品，评

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44首，其中
绥宁会员9人获奖。该县还先后出版了

《绥宁当代诗曲选》《雪峰曲韵》《大美
绥宁》《百调集》《采莲蓬》等散曲集。

除了大力抓好散曲创作队伍建
设，提高散曲创作人员的素质外，绥宁
县还重点抓好散曲进机关、学校、社
区、企业、农村、家庭、景区和网络。该
县在全县教师队伍中发展了一批会
员，培养了一批骨干，成立了校园散曲
社，通过这些学校社团组织，实施“学
习散曲从娃娃抓起”。同时，培养了一
批农民散曲创作骨干，建立了3个农民
散曲社，并在东山侗族乡瓮溪村、长铺
子苗族侗族乡党坪村创建了村级散曲
碑林和散曲碑墙，潇湘散曲社雪峰分
社副社长袁公湘在家乡修建了家庭散
曲墙，金屋塘镇刻立了58块散曲碑，水
口乡和麻塘苗族瑶族乡也刻立了数十
块散曲碑。如今，诗词散曲文化已深深
扎根于绥宁大地，这一“文化名片”在

“神奇绿洲”熠熠生辉。

绥宁：诗词散曲“文化名片”熠熠生辉

“请你们立即将堆放在河道
边的砂石处理并清扫，安排人员
经常巡查，确保蓼水河环境整洁、
河域生态环境良好。”1月9日清
晨，绥宁县李熙桥镇河长办及执
法大队工作人员来到该镇湾头村
河段巡河时，对湾头村发出指令，
并现场督办。

李熙桥镇辖区内河网密集，
资江支流蓼水穿境而过，河道沿
线乱堆、乱占、乱采、乱建行为一
度泛滥。从 2019 年下半年起，该
镇对蓼水及其支流扶水河、白玉

河开展重点整治。从今年1月6日
开始，该镇又组织人员对乱堆、乱
占、乱采、乱建“四乱”现象开展为
期一周的集中整治，力争实现“河
畅、水清、岸美、鱼戏”的河域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

据悉，截至目前，该镇此次集
中整治行动共清理违规堆放砂石7
起，规范管理小农用船、木筏10艘。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袁小英）

李熙桥镇深入整治辖区河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