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7日讯 （通讯员 谢泽
伟） 5月15日晚， “天心讲坛” 正式
推出首场讲座 。 当晚 ， 天心阅读网
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读书社在湖南
涉外经济学院共同举办了 “毕业季，
携梦想起航” 主题讲座。

讲座邀请了 《大学毕业当兵去》

的作者金铁龙 、 子夜静思地书香工
作室负责人子夜老师 、 湖南涉外经
济学院致力传播手绘艺术的学生喻
威强作为主讲嘉宾。 3位嘉宾结合自
己的经历和人生感悟 ， 给在场的大
学生们在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上
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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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核心提示：水是生命之源。 5月13日至
19日是我国首个饮用水卫生宣传周，自今
年7月1日起，颁布5年之久的新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 将强制性全面实施。 沿用
20余年的“老国标”标准只有35项，修改后
的“新国标”增至106项“关卡”。

水质标准由35项增至106项
“1985年制定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当时水源水质相对来说好些，污染也
没现在这么厉害， 所以基本能满足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的需要。 ”省卫生监督局局长陈
焱介绍，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建设的急剧
扩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同时又缺
乏有效的保护措施， 水源的污染越来越严
重，历经20多年，这一标准显得有些滞后。

为此，2006年底，卫生部会同国标委等
部门完成了对1985年版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的修订工作，并正式颁布了新版《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饮用水水质标准由35
项增至106项。

陈焱介绍，水质指标由35项增加至106
项，增加了71项，修订了8项。其中微生物指
标由2项增至6项，饮用水消毒剂由1项增至
4项；毒理指标中无机化合物由10项增至21
项，有机化合物由5项增至53项；感官性状
和一般理化指标由15项增至20项， 增加了
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铝；修订了浑浊
度。

据悉，由于氯胺、臭氧、二氧化氯等消
毒剂在一些水处理工艺中使用， 新标准增
加了对这些消毒剂余量及其副产物的要
求。 同时，新标准统一了城乡标准。

“106项中，42项为必检项，其余64项由
各地根据情况确定。 ” 陈焱说， 若能达到
106项合格，水质基本能达到美、俄水平，实
现与国际接轨。

5年“过渡期”，目前仍不适应
从2007年7月1日起实施，到2012年7月

1日的最迟实施期限，这5年时间，是国家给
自来水企业的“过渡期”。

“其实2010年我们就开始实行新标准，
并对现有水厂的落后水处理工艺和老化的
设施进行提质改造。 ”株洲市卫生监督所传
染病防治监督科副科长石玲介绍， 该市有
一个国家级水质监测站， 基本能达到新标
准监测水平。

然而，对于即将全面实施的新标准，省
疾控中心卫生监督科科长吴传业并不乐
观。记者采访获悉，即便经过5年的调整期，
我省供水系统与新标准的实现， 还有较大
差距。 “有能力完成新标准106项指标全检
测的自来水厂寥寥无几。 ”有专家透露，很
多自来水厂的制水工艺相对落后， 处理技
术依然沿用传统工艺即“混凝沉淀、过滤、
消毒、净化”，对目前以有机污染为主的微
污染，显得“力不从心”。 另外，生产设施陈
旧，自来水管网破损，都严重影响水质，“供
水单位是饮用水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但
自检能力不强， 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又需
大量投入，很难。 ”

水质指标大幅增加， 同样对饮用水监
督能力提出高要求。有调查表明，全国32个
省级疾控机构中具备新标准中
要求的全项水质指标检测能力
的仅有5个实验室，检测能力在
80-106项之间的实验室为 13
个，80项以下的实验室为14个。
地市级和县级实验室检测能力
更不容乐观， 平均检测能力仅
为47项和30项。

据介绍， 我省除了省级和
极少部分市州级疾控中心 ，其
他市州疾控机构水质检测能力
大都在40项左右， 县级疾控机
构大部分在20项左右， 无法为
新标准提供技术支撑。 15日，我
省召开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
作会议， 参会监督员谈得最多
的困扰，就是“缺专项经费 、缺
检测设备”。

二次供水、农村集中式
供水是监管薄弱环节

“目前，我省推行集中式供
水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 全省共有59家自来水厂被
评为卫生信誉A级单位。 ”省卫
生监督局环境卫生监督科科长
曹朝晖介绍， 城市居民饮用水
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但新问题
是“二次供水”和农村集中式供
水。

有的住宅楼层较高， 采用

楼下建蓄水池，或楼上设水箱，然后通过再
次加压的方式给用户供水，这个就是“二次
供水”。 “二次供水”设备卫生防护较差、结
构不合理、 消毒和清洗管理不到位等等情
况，都有可能造成自来水污染。 “很多新建
楼盘‘二次供水’没有向卫生部门申报预防
性卫生监督，无法监管。 ”专家认为，这个问
题可以和建设部门、房产局等单位联合“作
战”。

近年来，乡镇改善生活用水，自建供水
系统逐渐增多，饮用水安全也随之敲响“警
钟”。 “乡镇饮用水来源多，设备大多老化陈
旧，卫生安全堪忧。 ”石玲介绍，农村集中式
供水水源来自江河水、塘水、井水、湖水、山
泉水，五花八门，很多蓄水池周围没有任何
防护设施，起不到有效保护，容易受到外界

的雨水及生产生活污水的污染， 水厂缺少
必要的卫生设施，制水工艺简陋，有的甚至
水源不经消毒，直接供居民使用。

据悉， 现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集中供水
设施， 基本上靠村委或自然村筹资出力建
设，缺乏规划和后期管理，没有申报预防性
卫生监督，使得卫生管理难度加大。吴传业
介绍， 由于大量生产和生活废弃物未经处
理就排入各种水体， 加之消毒设施的严重
缺乏， 微生物污染是农村饮用水污染的主
要因素。

专家认为， 要加强集中式供水单位新
改扩建工程的预防性卫生监督管理， 严格
建设规模和标准， 尽可能避开饮用水水源
的污染， 特别是乡镇自建水厂和学校自备
水源等重点部位要加强风险防控力度。

通讯员 余克泉 本报记者 李国斌

4月28日至5月10日，在湖南省博
物馆热展的“刺绣当随时代———新湘
绣·学院展 ”首次全面地把 “新湘绣 ”
风貌呈现于世，引发了巨大反响。 湖
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新湘绣”，带
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冲击着传统
湘绣多年波澜不惊的行业现状。 观众
留言表示“震撼”，业界在关注、思考。
“新湘绣”，新在何处？

过去的一个世纪，湘绣创造了百
年辉煌 ，曾赢得 “湘绣甲天下 ”的美
誉。 然而，在当代经济和社会形态的
大变革中，传统手工文化已经处在十
分尴尬和脆弱的境地 ， 湘绣亦不例
外。 湘绣行业的陈陈相因，在新形势
下的无力应变，也是不争的事实。 它
确实需要变革。

制约湘绣向前发展的突出问题
有二：一是绣稿题材完全局限在主流
中国画和西洋画范畴，几乎不能越雷
池一步；二是师徒相授经验型人才培
养方式，无法适应今天湘绣产业的人
才需求。 “新湘绣”，首先就在这两点
上实现了突破转型。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做法
是 ，主动对接湘绣产业 ，进行湘绣理
论研究 、产品创新研发 ，致力打造引
领产业转型的“新湘绣”体系。 吸引工
艺美术大师、教授、艺术家、企业家参
与革新 ，注重原创和产权保护 ，注重

文化传承、融合、创新，注重工艺与艺
术完美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是 “新湘
绣”的一个特点。 变传统的师徒相授
模式为现代科班学历教育，培养具有
较高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的新一代
湘绣人才。 从身传到课授，“新湘绣”
实现了华丽转身。 传统绣工培养都是
师傅带徒弟 ，学艺者往往要 “十年磨
一剑 ”方能成才 。 “新湘绣 ”构建 “专
业 、项目 、大师工作室 、产品 ”四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过程即生产过
程，学生作品即产品。

2006年3月，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在全国首开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
当年9月招收首届湘绣班学生。 2009
年 ， 学院与湖南湘绣城企业集团合
作，建立湘绣设计研发中心。 2011年，
成 立 了 全 国 首 家 刺 绣 类 艺 术 学
院———湘绣艺术学院。 6年来，湖南工
艺美术职业学院以传承 、保护 、创新
湘绣为己任，从人才培养、绣稿设计、
工艺技法、理论研究、绣品研发、推广
营销等全方位推进，创作了一系列独
具特色的“新湘绣”作品。

回眸历史，中国刺绣史曾发生了
两次重大技艺转型。 现在，湘绣和中
国刺绣正面临第三次转型，那就是走
出中西主流绣画模式 ， 接轨当代艺
术，转变人才培养方式。 “新湘绣”，标
志着具有自觉意识的时代转型的开
启。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李国斌）5
月10日，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农民工
文化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浙江省
东阳市召开。 会上通报了“2012年农
民工文化服务示范项目” 并授牌，长
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获此殊荣。

据了解 ，今年3月至4月 ，结合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督
导工作，文化部对全国各地推进农民
工文化工作的总体情况进行了督查
和调研，并最终评选出40个在农民工
文化服务方面表现突出、具有典型推
广价值的示范项目。

高桥街道位于长沙市东城核心区
域， 总人口16万， 其中外来农民工13
万，占全部人口的81.25%。 在农民工文
化建设过程中，街道重点打造了“他乡
美”新市民俱乐部，成为给农民工提供

素质培训、 就业指导和交流交友的平
台。 俱乐部以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为
核心， 为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办理服务
卡， 凡持卡者均可免费享受实用文化
服务、技能培训、免费职介等服务，为
青年农民工在就业、培训、子女就学、
维权、健身娱乐等方面提供便利。

俱乐部配有图书阅览室 、 健身
室 ，全天免费向农民工开放 ，在丰富
大家的业余生活的同时，通过培训活
动 ，开展农民工 “素质工程 ”实施计
划，帮助很多农民工走上了自主创业
的道路。 来自益阳南县的务工女性高
三元， 在俱乐部的鼓励和帮助下，从
最初的街边小贩做起，现在拥有了自
己的门店 ，还在长沙购了房 ，用自己
的坚韧和勤劳成为农民工 “白手起
家”的典范。

本报记者 李国斌

5月12日晚， 由湖南青年戏剧工
坊、没想好戏剧工坊和省演出公司联
合出品的原创话剧《我的母亲是条大
马哈鱼》，亮相长沙红色剧院，吸引了
省会的观众。 与此同时，在湖南大剧
院，大型武侠剧《新龙门客栈》也如期
上演。 一天演出两部舞台剧，这在长
沙极为罕见。

去年以来，湖南尤其是长沙的演
出市场，显得非比寻常的火热，流行
乐坛当红明星演唱会、国内顶尖话剧
导演的作品、 本土原创舞台剧等，你
方唱罢我登场， 呈现出一派繁华景
象。

剧目场次和质量双双提升
春夏之交，长沙的演出市场随着

气温一路攀升。
4月29日，金鹰955电台联合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将“世界推理女王”阿
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悬疑作品 《无
人生还》 搬上长沙的舞台， 拉开了
“2012长沙戏剧谷”序幕。作为长沙首
个“戏剧谷”，至11月底将推出5部悬
疑话剧。 几乎在同时，聚橙网启动了
2012年春夏演出季， 几个月的时间
里，《莎翁的情书》、《风华绝代》等7部
舞台剧、 儿童剧及2场音乐会将引进
长沙。

在演出剧目明显增多的同时，剧
目的质量也在提升。 “戏剧谷”5部戏
剧均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话
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捕鼠
器戏剧工作室制作。此外，不乏《风华
绝代》、《新龙门客栈》等精品舞台剧，
及陈奕迅、王力宏、张惠妹、蔡琴等重
量级明星演唱会。

其实，市场的热度，在一年前就
开始升高。湖南大剧院去年共完成演
出276场， 除去企业文艺晚会和单位
包场的演出，对外售票达100余场。

2011年5月14日， 刘德华的全球
巡演停靠贺龙体育场，此后4个月里，
周杰伦、王菲、张学友、郭富城等天王
天后级别的歌手前来献艺。7月初，王
菲连唱两场，史无前例的高票价震惊
市场：最低票价500元，最高票价3000
元，VIP票更是被炒到五六千。2011年
话剧也突然热起来，全年长沙上演21
部，不管是剧目还是场次，都比往年
多得多。 其中，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
的一个月里， 便有8个剧目、24场表
演，演出场次超前两年的总和。

演出票价呈下降趋势
2011年，《恋爱的犀牛》等经典话

剧在长沙上演时， 最高票价上千元。
高昂的票价， 让许多观众望而却步。
而到了2012年，市民突然发现，演出
的票价低了不少。

“2012长沙戏剧谷”，主办方打破
湖南演出市场司空见惯的高价票模
式，首次进行200元每场的平价演出，
以此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 5月下
旬即将上演的话剧《莎翁的情书》，更
是史无前例实行全场统一100元的票
价。

小剧场话剧票价更低，大剧场演
出也出现降低趋势。湖南大剧院经理
彭星滔介绍，5月20日俄国钢琴家谢
尔盖·库德里亚科夫音乐会，及5月21
日法国弦乐四重奏，这两场在湖南大
剧院的音乐会，票价最低50元、最高
200元。而《新龙门客栈》，最高票价仅
280元。 “如此低的票价，去年只有儿
童剧才有。 ”

“进入湖南市场的剧目越来越
多， 要想获得理想的票房， 必须降
价。 ”湖南大剧院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经理黄蓉表示， 今年的演出票价，总
体来说略低于往年，而且票价走低是
必然趋势。

湖南大剧院制作人李韧认为，本
土原创作品推行的低票价，在一定程
度上促使外来剧目降价。 2011年，长
沙民间话剧机构进行的10多场演出
中，最低票价仅30元，最高也不过280
元。

本土原创作品进入市场
多年以来， 商业演出的舞台剧，

“引进来”的多，省内原创的少。不过，
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4月27日， 省花鼓戏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推出的魔幻音乐剧 《刘海砍
樵》在长沙首演。 经过改编和创新的
《刘海砍樵》，保留了基本的故事情节
和原汁原味的比古调，也融入了许多

流行时尚元素，如摇滚 、RAP、街舞 、
踢踏舞等。 据介绍，该剧耗资3000万
元打造，主要定位于旅游文化市场。

《我的母亲是条大马哈鱼》和《擦
枪走火》， 是长沙民间话剧机构今年
的新作， 后者计划于下月推向市场。
2011年，没想好戏剧工坊 、靠谱戏剧
工作坊等长沙话剧爱好者创作的《公
公没想好》、《普通美国人》、《斑马、斑
马》等相继亮相，均产生不小的影响。
其中，《斑马、 斑马》 去年11月连演6
场，场场爆满。

作为演出终端的湖南大剧院，也
开始参与节目制作。 其参与策划、制
作的中国首部原创魔术脱口秀《男子
曰》，即将与观众见面。 黄蓉表示，湖
南大剧院将把《男子曰》打造成为国
内最具价值的魔术剧，在全国巡回演
出。 在4月底的济南国际演出交易会
上，《男子曰》备受关注，湖北、福建、
广东等地都有意引进。

“只有不断推出本土原创作品，
和引进的剧目一起‘共振’，才有可能
真正迎来演出市场的繁荣。 ”李韧说。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李国斌）
记者今天从湖南大剧院获悉， 法国
迪欧帝玛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5月
21日举行， 星城观众可享受一场法
国式的浪漫音乐之旅。

据了解， 迪欧帝玛乐队由4位毕

业于法国国立巴黎及里昂音乐学院
的高材生创建， 分别是小提琴家赵
云鹏和那曼·斯鲁奇、 中提琴家弗朗
克·舍瓦利、 大提琴家皮埃尔·莫雷。

值得一提的是， 这支乐队的第一小
提琴手赵云鹏来自中国。 自成立以
来 ， 迪欧帝玛便活跃于国际舞台 ，
在许多重要的音乐节和音乐会上进

行过演出， 并多次获奖。
在法国文化中心的帮助下 ， 今

年他们将赴墨西哥以及亚洲等地进
行演出。 这次湖南大剧院音乐会就
是迪欧帝玛中国大陆音乐会其中一
站。

长沙，一座不缺少夜生活的城市。从经久不衰的歌厅文化，到红遍全国的电视娱
乐，这座城里的人们从来不缺消遣方式。而近年来，到剧场看演唱会、话剧、歌舞剧、
音乐会等，逐渐成为市民的另一种选择。

湖南演出市场“火”了
———演出市场喜与忧（一）

高桥街道“农民工文化服务”获推广

“新湘绣”开启新时代

“天心讲坛”推出首场讲座
法国迪欧帝玛四重奏将在长上演

【健康话题】

106关，“新国标”能否生产“放心水”

【饮水量】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每天
需要饮水1200至2000毫升。 具体每日
饮水量可根据天气及身体状况等调节。

【饮水时间】我们应特别注意以下
几个时间点的饮水：起床后喝水，补充
夜间体内水分的消耗，可促进血液循环
和帮助肾脏及肝脏解毒、排毒；餐前30
至60分钟饮水，水分容易吸收，同时有
利于消化液的分泌，可助消化；睡前30
至60分钟饮水可稀释血液，降低血液黏
稠度。

【“千滚水”】沸腾很长时间或反复
加热的水俗称“千滚水”，“千滚水”中不
挥发性物质，如钙、镁等重金属成分和
亚硝酸盐含量很高，后者进入体内后与
血红蛋白结合， 会影响血液的运氧功
能，此外亚硝酸盐在胃液、食物的作用
下还会生成具致癌作用的亚硝胺 。 所
以，饮用水一般沸腾3至5分钟是最适宜
的。

【久置的开水慎喝】存放过久的开
水，难免有细菌污染，此时含氮有机物
分解加速， 亚硝酸盐的生成也就更多。
所以，在暖瓶里多日的开水应尽量不饮
用， 应喝不超过24小时的水。 此外，瓶
装、桶装的各种纯净水、矿泉水也不宜
存放过久。

健康饮水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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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肘”
不是运动员“专利”

专家提醒：中年妇女和挎重包女性也为高发人群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祥） 从来

不打网球， 中年妇女李福其却莫名患上了 “网球肘”， 原
来是家务惹的 “祸”。 今天， 相关专家提醒： “网球肘”
不是运动员 “专利”， 40多岁的中年妇女和挎重包的女性
也是高发人群。

李福其是长沙人。 她每天要擦地、 搞卫生， 房子面
积大， 做一次家务要花2至3个小时。 半年前， 李福其突
然发现右手肘关节隐隐作痛， 她以为手肘被撞伤， 贴上
膏药， 效果不明显。 5月15日， 她来到长沙泰和医院就
诊。

医生诊断李福其患上了 “网球肘”， 因做家务多或剧
烈运动所致。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委派到长沙泰和医院的
骨科医生赵瑞波介绍 ， “网球肘 ” 又称 “肱骨外上髁
炎”， 是一种肌肉的慢性撕脱伤， 该病高发人群包括： 运
动员、 40多岁的中年妇女和挎重包的女性。

赵瑞波提醒市民， 平时运动或做家务的时间不要太
长， 感觉疲惫时， 要中途休息一段时间， 注意劳逸结合。
患上网球肘， 不要恐慌， 症状轻微者， 给予适当休息 ，
避免剧烈活动， 配合理疗和药物就可以缓解。 症状较重
者， 可以局部封闭治疗， 疗效较好。

文化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