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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全省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次党代会
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文化强省
的热潮中，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九次代表大会昨天在长沙隆重开
幕。 这是文艺界和全社会都十分关注
的一次盛会， 我们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 向全省文艺工作者致以
亲切的问候！

第八次文代会召开五年来， 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文艺界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 “二
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推出了一
大批富有时代精神、湖湘气派、地域特
色的精品力作，各艺术门类百花齐放、
异彩纷呈；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
文化体制改革， 努力推动文艺生产和
文化消费双轮驱动， 为解放和发展文

化生产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省各
级文联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开展活
动，繁荣创作，培养人才 ，为促进全省
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推进文化强
省战略、服务“四化两型 ”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省委十
届二次全会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 ，
力争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走在
全国前列。 这是实现“两个加快”、“两
个率先”的重要内容，是谱写全省人民
幸福美好生活新篇章的迫切需要 ，是
基于我省文化发展自身优势和条件的
现实选择， 为全省文艺工作者指明了
奋斗的方向。 全省文艺界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 既要看到我省推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优势和潜力，增强信心，又
要清醒认识存在的差距， 切实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增强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争创新优势，
坚定地承担起加快建设文化强省 、走

在文化强国建设前列的历史重任。 全
省各级文联、 各文艺家协会要认真贯
彻省委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重大决策
部署，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旺盛的精神
文化需求和快速释放的文化消费潜
能，以及新形势下文化产业的崛起、新
的文艺业态的出现和文艺传播方式的
更新，开拓创新，谋划改革战略 ，描绘
发展蓝图。 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
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九
次文代会、 第八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
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
历史责任，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
放歌的历史责任， 承担起推进文化创
造的历史责任， 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
风尚的历史责任。 这既是时
代的召唤、人民的期待，更是
文艺工作者施展才华、 创造
业绩、 攀登艺术高峰的必由
之路。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

潇湘岂有诗。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
角已经吹响， 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已
经确立，面对难得的历史机遇，谱写建
设文化强省的新篇章， 文艺工作者责
无旁贷。 我们坚信：有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有全省人民的团结奋斗，有广
大文艺工作者的真情奉献， 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建设
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必将实现。 坚持
德艺双馨， 文艺工作者就一定能在这
场关系民族复兴的伟大进军中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当好建设文化强省的主
力军， 书写出无愧于历史、 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辉煌篇章。

祝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
次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贺成

南京刘女士左眼玻璃体出
血， 在一家医院住院治疗了1个
多月。 回家后，刘女士依旧感觉
眼睛不舒服，在接下来的近两个
月时间里， 先后3次去该医院诊
治 ，医生皆只看病历 ，未对她眼
睛做任何检查，就在病历本上写
了“同上”两个字。 最后一次“被
同上 ”后 ，刘女士再也不敢相信
了，经过B超检查，确诊为 “视网
膜脱落”。 （6月23日《金陵晚报》）

同一病人，诊断结果自然大
多一致 ， 哪怕是错误的诊断结
果， 出现一致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患者几经周折病情尚无好转，
医生本应警觉。 可事实是，后面
的几位医生没有动用任何仪器
检查 ，甚至 “没有一位医生查看
过自己的眼睛”， 仅是几句简单
询问，就在病历上写了“同上”。

在这件事上，几位医生至少
存在两方面毛病：一是用一成不
变的眼光去看待患者病情，忽视
了病情本身是会恶化和变化的；
二是怕麻烦心理作祟，习惯以病
历落实病情。

可以说，这些是一些医生的
“常态”。 只是有的医生没碰到麻
烦 ，所以不以为然 ；有的医生碰
到了 ，但被医院兜底了 ，所以心
存侥幸。 如深圳宝安区的广生医
院B超报告上女性竟然有 “前列

腺”；山东滕州市的“胸椎与颈椎
不分”、 福建龙海市的 “胃脾不
分”等。 其背后，除了折射出医疗
技术水平低下之外，是职业操守
和职业道德的缺失。

事实上，医患双方在医疗信
息与技术上处于不对等地位，患
者对所接受的医疗服务并没有
选择权，完全处在“被医疗”的状
况。 该医院眼科主任就刘女士反
映医生看病仅靠病历的做法，虽
然承认责任心缺乏，但辩称：“医
生结合病史以及临床诊断治疗，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视网膜脱
落观察期一般为3个月， 在该时
间范围内进行治疗 ， 均不是误
诊。 对于这种解释，患者虽然觉
得冤，又能奈其何？

殊不知 ， 这样的 “合理诊
治”，给患者增加医疗成本不说，
还增加了痛苦。 拿刘女士来说，
因为视网膜脱落已有近两个月，
她不仅多吃了药， 多花了钱，还
要进行多次手术。 而这一切本可
以避免。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女士还
是幸运的，她最后的诊断是正确
的，避免了失明之苦。 但是，近年
来不少医患矛盾，都是这类小疏
忽所引起的。 清晰地听到患者的
呼吁与叹息，而不是利用专业知
识巧辩 ，混淆公众的判断 ，一个
让患者放心、让社会满意的文明
医疗环境才能形成。

� � �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彭天忠 郭吉庆）今天，由人民
网 、新华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 、中国
网、中国经济网、新浪网等网络媒体
组成的采访团奔赴我省湘西地区，拉
开了 “同心·2012网络媒体武陵山区
行”活动的序幕。 24日晚，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在长沙会见
了采访团一行。

李微微对采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
简要介绍了湖南武陵山区的基本情况
和我省统一战线推动武陵山区开发所
做的工作。 她说，湖南武陵山区的发展
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四
化两型”、“四个湖南”建设的全面推进，
事关科学发展、富民强省和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武陵山区的发
展，既需要党委政府的政策扶持，又需

要借助社会的力量形成整体合力，但最
根本的还是激发内生的动力。在参与武
陵山区扶贫开发中，我省统一战线发挥
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
从观念引导、智力对接、项目引进等入
手，利用资金、品牌、技术和管理优势，
做好结合文章，输血并造血，使农民在
家门口的项目中获得永续发展， 真正
脱贫致富。 希望大家在湖南采访交流
的同时， 对湖南相关工作多提宝贵意
见和建议，使相关工作做得更实，使老
百姓真正获得更多实惠。

在湘期间， 采访团将赴古丈、保
靖、吉首、凤凰、花垣、永顺和张家界
等地，深入我省武陵山区腹地，身临
其境感受武陵山区发展脉动，走访了
解我省统一战线“同心”工程在武陵
山区开发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 � �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周科际）今天，中南大学湘
雅国际转化医学联合研究院揭牌
成立。 同时，该院整体引进的10名
“千人计划”专家团队签约获聘。中
南大学成建制、成团队引进“千人
计划”专家在全国尚属首次。 省委
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前往
祝贺， 并与校党委书记高文兵、校
长张尧学一道为研究院揭牌。

湘雅国际转化医学联合研究
院此次引进的海外专家团队由16
人组成，其中10人入选国家“千人
计划”，6人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百
人计划或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平
均年龄45岁。涵盖了新药研制的全
产业链。 目前，研究院拥有在天然
产物药物研究领域世界一流的专
家团队，团队成员共获得中国和美
国政府及民间机构资助 1.7亿美

元， 在国际顶级杂志 《科学》、《自
然》等发表SCI论文1300余篇。

据统计，成功开发一个药物进
入市场， 至少要花费10至15年时
间，新药开发成本昂贵，周期漫长，
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一大障碍。而
转化医学研究人员则致力将基础
研究成果转化成为患者提供的治
疗手段，强调的是从实验室到病床
的连接，它已成为当今医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 研究院院长、曾创
办我国最早一家转化医学研究机
构———中南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
心的段燕文教授表示，他们的团队
在转化医学和人工合成生命的基
础研究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目
前， 已有7个大类的抗癌新药正处
于“激动人心”的研发阶段，每一个
都有望成为走向国际主流市场的
“重磅药物”。

� � �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
员 谷满园）从今年7月起，我省4746个社
区将启动社区党组织和第八次社区居
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今天，全省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视频会议对此进
行了部署，副省长徐明华出席并讲话。

今年社区党组织换届全面推行
“两推一选”， 即以党员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推荐新一届班子成员候选人初步
人选，再由街道（乡镇）党 （工 ）委组织
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或居民会议、 户主
会议， 对候选人初步人选以投信任票
的形式进行测评，确定初步候选人。 初
步候选人要按差额数不少于应选人数
20%的比例确定委员候选人。 最后经
社区党员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
的方式选举产生新一届社区党组织委

员， 并由新一届社区党组织委员会议
选举产生社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 条
件成熟的社区， 也可由党员大会直接
选举产生书记、副书记。

此次社区 “两委 ”换届 ，提倡社区
党组织班子成员、 社区居民委员会成
员交叉任职，提倡党组织书记、居委会
主任“一肩挑 ”，但也要从班子的实际
出发，防止“一刀切”。

徐明华指出， 各级各部门要站在
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 加强
和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的战略高度， 充分认识社区 “两
委”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 要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调，突出监督检
查，严肃换届纪律，确保社区“两委”换
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谱写建设文化强省新篇章
———热烈祝贺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 � �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姚广平）今天下午，全省国
有企业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大会在
长沙召开。

按照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全
省国有企业创先争优活动2010年4
月全面启动，涉及2012户企业的基
层党组织 6836
个、党员24.8万
名 。 经组织推
荐 、 分层分类
考核和综合评
比 ， 全省国有
企业创先争优
活 动 领 导 小
组 、 省国资委
党 委 决 定 ，授
予湘投控股集
团金天铝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等68个
单位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授予冯祥平等87名同志“创
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11
个单位 “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单位”
称号。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首次启动
全力迎战新一轮强降雨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严东军
陈文平）今天18时起，省防指在全省范围内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要求全力迎战新一轮强降
雨。 据悉，这是我省今年首次在全省范围启动防
汛应急响应。

据气象预报，25日至27日，湘西、湘北有较强降
雨天气过程；28日至30日，湘西、湘北多对流性降雨。

省防指要求，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强化水文、
气象分析和防汛会商，提前预报预警。 各地要加强
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及时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加强
水库、堤垸巡查防守，确保水库、水电站、堤垸度汛
安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 � �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吕珈） 连日来的局部
强降雨，导致湘中以南局部受灾，
郴州 、 永州 、 株洲等市的6个县
（市、 区）60个乡镇均有不同程度
的洪涝灾害。 省防指今天统计，6
月21日以来， 全省累计受灾人口
13.8万人，因灾死亡1人，失踪1人，
紧急转移4180人。

21日8时至24日8时， 降雨主
要集中在郴州、 永州以及株洲和
衡阳的部分地区， 降雨量50毫米
以上笼罩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 。
汝城县集龙站累计降雨量最大 ，
达314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23日8
时50分左右，宜章县莽山4级电站

引水渠垮塌造成山体滑坡， 堵塞
公路和河道， 两台旅游车被困在
公路上，被困乘客40多人；莽山景
区也有90多名游客被困。 在莽山
林管局组织下， 被困人员得以及
时疏散转移。 降雨影响区的郴州、
永州等市， 先后启动防汛应急响
应。

为确保各级防汛责任人坚守
岗位， 省防指加强了防汛值守情

况抽查。 22日、23日，省防指先后
对郴州 、 永州 、 株洲3市15个县
（市、区）的防汛办、部分小型水库
的值班防守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
抽查结果表明，各地到岗履责情况
良好。 郴州市防指、永州市防指也
先后对17个县（市、区）、30多个乡
镇、15座小型水库的值班情况进行
突击抽查，所有责任人都按要求到
岗到位，而且普遍熟悉情况。

诊断“同上”的医德“滑下”
� � �清晰地听到患者的呼吁与叹息，而不是利用专业知识
巧辩，混淆公众的判断，一个让患者放心、让社会满意的
文明医疗环境才能形成

� � �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2012年湖南省体育发展基金会理
事会议暨 “支持湖湘儿女挺进奥运”
捐赠仪式在长沙举行。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陈叔红、副省长李友志、省政
协副主席王晓琴出席了捐赠仪式。

李友志在会上感谢社会各界人
士对省体育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他
说，没有众多企业的支持，就没有湖
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省体育发展
基金会要继续秉承毛泽东“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精神，积
极促进全省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提
升人民的身体素质。李友志对即将出
征伦敦奥运会的湘籍运动员表达了
祝福，希望他们在奥运赛场展现湖南

人敢为人先、顽强拼搏的精神，为湖
南人民争光。

据介绍，省体育发展基金会以发展
湖南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为宗旨，2007
年至2011年共筹集资金和物资5869万
元， 为湖南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 2012年，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将加大
对我省贫困地区、贫困残疾人运动员的
支持力度，促进我省体育事业的发展。

中联重科党委副书记刘驰和香
港万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瀚德
分别向省体育发展基金会捐赠200万
元和100万元， 用以支持湖湘儿女挺
进伦敦奥运会。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同
时向我省困难以及残疾人运动员代
表发放了资助金。

湘雅国际转化医学联合研究院揭牌
●整体引进10名“千人计划”专家，开全国先河
●研发中7大类抗癌新药有望成为“重磅药物”

一批国企创先争优先进受表彰

� � � � 6月25日，长沙市五一广场立交桥下，地铁1、2号线换乘站施工达2年多时间
的工地开始进行回填和修整。据介绍，包括周边道路在内的整个五一广场区域计
划在2013年2月前全面恢复交通，其中黄兴路预计今年年底以前恢复交通。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4746个社区“两委”换届7月启动
支持湖湘儿女挺进奥运

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再获捐赠

“同心·网络媒体武陵山区行”启动
李微微会见采访团成员

湘中以南局部受灾
省防指抽查防汛值守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