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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燎原。
这一点，从 11 月 26 日刚闭幕的柳东新区首届

“龙湖杯”（2021） 文创项目路演活动可见一斑。路
演现场，“国画石”“刘三姐”“侗族建筑”“柳州螺
蛳粉”等充满柳州元素的文创项目，让人眼花缭
乱。在科技赋能下，柳州文创从业者破釜沉舟，以

市场为需求，打破同质化文创产品壁垒，闯出一条
与产业融合的发展赛道。

柳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林艳表
示，文创路演活动有效搭建投资机构与文创项目的
沟通桥梁，也为本土文创项目走出柳州乃至广西，
获得投融资创造更多机会。通过同台交流，柳州文

创队伍还能依托柳东新区打造的“IP研发—IP保护
—IP输出—IP转化—产品营销”五大链条文创产业
生态圈，有效促进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
展，促进人才、项目、资本、市场等各种创新创业
要素的集聚，进一步激发“双创”活力，擦出“文
创+经济”新火花。

科技加持 激发活力
——柳东新区首届“龙湖杯”（2021）文创项目路演活动擦出“文创+经济”新火花

“凭借研发、生产以中国铁路为原型
的铁路模型及周边产品，去年企业刚落户
柳北区旅游装备产业园，销售额已超过
3000万元……”瞄准国内火车模型制造蓝海
市场的柳籍留美硕士、柳州长鸣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钟言说。钟言用案例佐证、经
济说话的方式，不仅获得一等奖，还获得大
赛提供奖金、政策、场地等创业扶持大礼
包。钟言表示，由 800多个独立零部件手工
组装而成的火车微缩模型，具有收藏价值
高、客户黏度高等特点。企业也是全国唯一
能从研发、制造、生产到销售等全过程完成
火车微缩模型制造的厂家。独秀一枝的秘
诀，在于企业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整合
起多方资源，满足设计生产的需要，持续不
断地创新发展、积聚实力。

文创赋能奇石，让柳州国画石从单一的
观赏摆件，延伸到国画石茶具、装饰盒等，
找到市场新机遇。

此外，“小歌仙”刘三姐虚拟偶像、柳
州酸、柳州螺蛳粉外包装涉及紫荆花城市伴
手礼的设计，也从多方面展现新生代对文创
领域的关注点和需求点。

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文创设计，让眼光犀
利的上海漕河泾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总监张利达找到关注点。他表示，科技与资
本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只有借助科
技与资本之力，文化产业才能不断转型升
级，获得快速发展。从风险投资人的角度
看，融入了科技元素的柳州酸、柳州非遗侗
族建筑元素系统文创台灯等，都是可推广、
可复制、可应用、可产业化的项目。

本次比赛评审团主席、ADOBE 全球认
证首席产业导师、荣威品牌原创意群总监、
2010上海世博会国礼设计者汤涤点评道，在
赛场上看到不少起源柳州、走出柳州、走向
全国乃至全球的文创项目，这一点是值得鼓
励的。希望更多文创设计团队立足柳州、面
向广西乃至全国，以时代视野和数字化视
野，创作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

（荀诗媛 文/图）

总投资 50 万元、历时 22 个
月开发的主机游戏 《光明记忆：
无限》，作为第一个登台路演并
获得二等奖的文创项目，格外引
人注目。游戏制作人曾贤成表
示，游戏上市第一天，已轻松收
回成本，目前进入盈利模式。

这位毕业于广西工艺美术学
校动漫设计专业的中专生，毕业
后加入西山居担任“小米枪战”
关卡设计师，九年电子游戏开发
历程，给他积累下丰富的数字文
创项目开发经验，也赋予他成立
公司进行创业的底气。

他表示，该作品不仅大量运
用虚幻 4 引擎、3D 扫描、AI 算
法 等 新 技 术 ， 还 将 侗 族 风 雨
桥、侗族鼓楼等本地风情和中
国 古 典 元 素 ， 植 入 游 戏 场 景 ，

整个作品的美术风格呈现一种反
差感，给体验者带来别具“侗”
天的视听感受。

当各地文创从业者还在探讨
文创产品如何从“找市长”到

“找市场”转变时，在柳州城市
职业学院，一群未雨绸缪的文创
爱好者于 8年前成立了“百疆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他们深入三
江侗族自治县等地的侗族村落，
采集大量基础数据，构建出侗族
非遗数据平台。从大数据视角出
发，将数据进行结构化、数字
化、互联网化升级，凝练成“数
侗文化”。如今，他们已从团队

作战转为大学生公司化运营，将
数侗文化广泛运用于课堂教学、
现代文创衍生品开发等领域，还
带领更多年轻人走上文创创新创
业道路。

项目负责人邹海锋表示，他
们集合了大量侗族非遗优秀资源
的团队，还将紧抓数字文化产业
发展机遇，从文遗数字化、乡村
规划、文遗课程化、文遗产品
化、文遗文旅化等五个方面持续
发力，提升文创产品技术含量和
市场竞争力。

柳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主任刘峰介绍，轻资产运营的文

创项目，是持续推进我市建设全
国第二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示范城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领
域。为此，柳州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联合上海非美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共建沪联·数创园，搭建
柳州乃至广西链接上海的数字文
化产业资源的平台，助推上海与
柳州在数字产业资源、技术开发
合作、技术交流等方面的互联互
通。目前准备从路演获奖项目
中，筛选优秀项目进行针对性指
导和孵化，对成长较快的企业，
提供一系列服务和融资支持，加
快培育企业成长。

柳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副主任冯梅介绍，沪联·数创园
目前落户于上海漕河泾柳东创新
创业园 11 楼，一期面积 1700 平
方米。数创园将顺应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以数
字科技作为底层技术，充分运用
多种数字化手段，推动数字科技
与文化产业、先进制造业、消费
品工业、会展业等产业融合发
展，将柳东新区打造成为具有区
域影响力、引领数字文化产业发
展的产业集聚地，培育一批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突出、创新能力
强的企业和人才，孵化一批文化
及品牌 IP，建设一批具有示范带
动作用的文化产业项目，探索推
动文化旅游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柳东模式。

1 科技赋能 数字文创“动”起来

一流医疗团队致力
于打造广西重点实验室

日前，广西卫健委公布的
第一批 36家重点实验室中，广
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打造
的广西甲状腺肿瘤精准防治研
究重点实验室赫然在列，这源
于实验室团队强大的学术实力
与肿瘤类专科医院的强力支
撑。

从 1998年的广西甲状腺疾
病专科医院，到广西科技大学
肿瘤研究所、柳州市甲状腺防
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再发展
为广西科技大学甲状腺肿瘤重
点实验室、广西卫健委重点实
验室，历经 23年的科研探索，
广西科技大学还将甲状腺学科
打造成该院最强专科。实验室
和临床平台一体化，甲状腺肿

瘤收治人数和手术量位居广西
前列。

“依托广科大二附院病例
资源，近 3年收治甲状腺肿瘤
病人 7000多例，这使得我们建
立了全国较大的甲状腺肿瘤前
瞻性和回顾性队伍。我们期待
研究成果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
影响。”杨晓波介绍，重点实
验室团队中现有 2位博士生导
师、11位硕士生导师，13位博
士，25位硕士，是一支涵盖了
临床医生、高校科研人员，融
合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
防医学和工科专业，包含博士
后，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广西
一流医疗团队。

不仅如此，重点实验室目
前已和美国 UAB 大学医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中
山大学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广西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等相应的研究所
或实验室建立了科研合作关
系。

为患者提供精准诊
疗等服务

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估计，2020年全球甲状腺癌新发
病例达58.6万，属高发性肿瘤类
疾病。

“甲状腺癌具有发病率
高、死亡率不高等特点，但存
在过度诊疗的情况。”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李相志介绍，实验
室将从甲状腺肿瘤病因研究、
精准诊疗、预后评价、医工融
合等多个课题方向开展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临床诊疗
中。

“我们正在开展细针穿
刺、基因检测等技术，为医院

收治的甲状腺肿瘤患者提供精
准诊断，根据检测结果判断患
者 需 要 手 术 治 疗 或 保 守 治
疗。”李相志透露，通过临床
辅助诊断模型、临床预测模
型、医工融合及人工智能技
术，为病患提出合理化治疗建
议，有效避免过度诊疗，减轻
患者手术痛苦与经济压力。其
中，“基于医工融合，通过人
工智能等手段研发先进诊疗康
复设备、进行健康监测和远程
医疗服务”的课题研究已经渐
入佳境。近期，重点实验室关
于医工融合的研究成果在国际
知名学术期刊 （IF=6.244） 发
表。

此外，重点实验室在区内
建立了多家重点实验室分中
心，期望建成多中心、大样本
前瞻性队伍以及专病数据库。

（李劼 文/图）

25 日，在
融水苗族自治
县四荣乡融江
支 流—— 贝 江
河段，几名干
部在放流鱼苗。

当 日 ， 融
水举行鱼类增
殖 放 流 活 动 ，
将 110 万 尾 青
鱼、鳙鱼放流
融江，以保护
融江的水生生
物资源和生态
环境。
本报通讯员
廖子渊 摄

所有获奖者合影所有获奖者合影
柳东新区党工委委员柳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管委会副主任

林艳林艳（（右一右一））为一等奖获得者颁奖为一等奖获得者颁奖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帅君） 近期，
公路货运进入高峰期，特别是煤炭、天然
气、电商物流等货物运输更加繁忙。据货
运平台数据显示，11月以来，全市货运车
辆在线数同比上升 7.8%，日均在线率同比
增长 2.9 个百分点。为有效化解冬季客货
运车辆突出风险隐患，减少交通事故特
别是群死群伤，全力稳定冬季公路交通
安全形势，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开展
严管严查公路突出违法行为全国集中统
一行动。

据了解，即日起至 2022年 1月 15日的
每个周六、周日和每月 5日、15日、25日
开展全国统一行动。本次行动检查重点
为：集中查处大客车和大货车驾驶员疲劳
驾驶、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以及 6
座以上小型客车超员载客违法行为；严查
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超员违法行为。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充分利用公安交
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大数据研判平台，
精心研判冬季公路交通运输、务工返乡出
行规律，深挖交通违法和事故规律特点，
将勤务部署向违法多发、事故多发时段和

路段倾斜，将执法重点向重点车辆、重点
违法行为倾斜；加大夜间巡逻检查频次和
密度，依托交警执法站、高速公路出入口
和服务区，密切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严
把出城、上高速、过境等重要关口，加大
对大客车、大货车、6座以上小型客车等重
点车辆的执法检查力度。同时落实网上网
下结合的查控机制，坚持视频巡查与路面
巡逻相结合，不断提升执法管控效能。

11月 25日全国统一行动日当天，柳州
交警共查获 662起大客车和大货车交通违
法行为，其中疲劳驾驶 1起、超速行驶 218
起、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99 起、超载 203
起、载客汽车超员41起。

此外，柳州交警会同交通运输等有关
部门对运输企业开展安全检查，督促严格
落实车辆动态监控制度；对涉嫌拼车包
车、非法营运的 6座以上小型客车车主或
驾驶人开展“三个一”警示教育；督促集
中用工单位、种植大户落实交通安全主体
责任，切实加强对接送人员车辆及驾驶
人、务工务农群体的安全监管，最大限度
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精准打击 消除隐患
柳州交警开展严管严查公路突出违法行为全国集中统一行动

融水增殖放流110万尾鱼

广西甲状腺肿瘤精准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揭牌
旨在打造成国内领先的甲状腺肿瘤精准防治研究中心

重点实验室揭牌重点实验室揭牌

26 日上午，广西甲状
腺肿瘤精准防治研究重点实
验室在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揭牌启动。作为第一
批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重点
实验室，旨在打造成国内
领先的甲状腺肿瘤精准防
治研究中心，建成国内领
先的甲状腺肿瘤前瞻性研
究 队 伍 ， 通 过 科 学 研 究 、
临床转化，为甲状腺肿瘤
患者提供精准诊疗及预后评
价等帮助。

广西科技大学副校长、
重点实验主任杨晓波，广西
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
书记谭铁军，院长覃莲共同
为重点实验室揭牌，医院领
导班子、相关科室负责人、
实验室部分研究人员、研究
生等一同见证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