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李传新）作为本届湖南艺术节八
大主体活动之一的 “潇湘神韵 ”———书法 、摄影作品展览今
日在省群众艺术馆集结亮相，第七届“三湘群星奖 ”揭晓 ，共
评出“三湘群星奖”书法、摄影金奖各5名 ，银奖各10名 ，铜奖
各15名 ，优秀奖各120名 ，另有19名评委的作品参展。省政协
副主席武吉海参加了今天的开幕式。

第四届湖南艺术节书法摄影作品展参展作品题材广泛，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省艺术家艰苦探索、辛勤耕耘所取
得的新成果，既有老艺术家潜心创作的精品，又有中青年艺术
家认真磨砺的佳作，倾注了艺术家的智慧和激情，展现了艺术
家的当代情怀与心灵世界。摄影金奖《建设中的矮寨特大型悬
索桥》 的作者章正国，19次前往矮寨特大型悬索桥拍摄照片，
该作品是一幅以对称构图表现桥梁建设的作品， 画面虚实得
当，人物虽小却得到突出表现。这些对传统文化和生命价值真
诚展示的作品引发了观众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切感动
和强烈共鸣。

湖南艺术节书法摄影作品展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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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本报记者 陈薇

今年7月27日凌晨的一场火灾 ， 让
开元博物馆的馆长黄彬荣至今心有余
悸， “若不是馆内值班人员及时把火扑
灭， 后果真不堪设想。”

自从2009年租下省科协一座上世纪
50年代的老房子设立成 “湖南省开元博
物馆” 后， 黄彬荣的心一直悬着。 在面
积不到3000平方米的开元博物馆里， 珍
藏着他近30年来跑遍大半个中国， 从民
间和各地收藏家手中收集来的各类珍贵
文物及艺术品， 耗资数千万。 其中包括
千余方从东汉时期到近代的匾额， 数千
册自明代到民国年间中医秘笈手写本，
近万件从春秋战国至民国时期的银器 ，
还有许多名贵木材古典家具 、 古字画 、
玉器、 铜器、 奇石等。

其中， 馆藏的千余方匾额是开元博
物馆的最大特色。 在其分馆华夏名匾馆
内 ， 从明代的永乐 、 景泰 、 庆隆皇帝 ，
到清代的乾隆、 嘉庆、 同治皇帝， 从清

代的曾国藩 、 李鸿章 、 林则徐 、 左宗
棠、 张之洞， 到近现代的孙中山、 袁世
凯、 徐世昌、 刘少奇， 诸多历史名人所
题匾额荟萃一堂， 令人目不暇接。 东汉
时期郭璜的 “超然 ” 匾是金丝楠木所
制， 是迄今国内存世最久远的一块。 该
馆还拥有状元匾30余块、 一品官员匾90
余块 、 二品官员匾100余块 ， 民国将帅
匾40余块、 知名书画家匾80余块， 其中
的45块三湘名流匾额弥补了湖湘牌匾收
藏的一大空白。

“这些都是国宝级的文物 。 2010
年 ， 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吕济民来
参观时曾反复叮嘱我 ， 一定要慎重保
管 好 这 些 文 物 ， 失 去 了 就 无 法 再 挽
回 。” 黄彬荣叹了口气 ， “我最担心的
就是火灾 ， 一旦失火 ， 木质结构的房
子加上木制的匾额 ， 火势没法控制 。 ”
为了防范安全隐患 ， 目前馆内有4个保
安24小时轮班值班 ， 还有 10余名工作
人员负责馆内藏品的日常维护 ， 每年
的场地租金 、 人员工资等各项开支加

起来约200万 ， 这些费用由黄彬荣独自
承担。

当初设立博物馆， 黄彬荣的初衷是
想让普通大众都来受到历史熏陶， 让私
藏走向共享。 然而对外免费的开元博物
馆里来参观的人并不多， 原因有三： 第
一， 场地局限。 陈旧的木架老房子承受
不了大规模的游客团队； 第二， 经费有
限 。 虽然黄彬荣除了 “馆长 ” 身份外 ，
还经营多家企业， 但非盈利的博物馆不
仅没有分文国家补贴， 每年还需支付一
笔庞大的开支 。 观众参观1小时仅电费
就要耗100多元； 第三， 安全隐患。 游客
一个未掐灭的烟头都极有可能引发一场
火灾。 诸如以上几点顾虑， 开元博物馆
不能对外全部开放。

开元博物馆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 。
有人向黄彬荣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他将
博物馆外迁， 其中既有名人故居所在县
区领导， 也有风景名胜区的负责人。 有
些黄彬荣已经前去考察过， 有些还没有
成行 ， “说实话 ， 我还是希望驻足长

沙， 毕竟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我收
藏的匾额中也有相当湖湘文化内容。 但
也不排除如果有更好的地方， 我会移步
的可能。 就博物馆目前的状况而言， 并
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效果。”

虽然矛盾和焦虑， 但对于开元博物
馆的未来发展， 黄彬荣心中却早已有了
详尽的规划， “博物馆是衡量一个城市
文化品位的重要标志， 不仅能促进文化
旅游， 还可以彰显传统文化。 如果有条
件， 我希望能把华夏名匾馆、 中国传统
银器馆、 中医药古秘方馆等分馆扩大和
完善， 将其打造成为城市一张亮眼文化
名片。”

“设立博物馆后 ， 重要的藏品都
在文物部门备案 ， 自己没有自主处置
权 。 这些宝贝我也不会传给儿女 ， 将
来都是国家的 ， 我只是暂时保管 。” 黄
彬荣目前最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重视
民办博物馆的发展 ， 能帮助找一块更
适合博物馆发展的地方 ， 以便这些藏
品有一个好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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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9月14日至15日 ， 总政歌舞团著
名歌唱家王丽达回到家乡湖南， 到长
沙橘子洲头、 岳麓书院和岳阳湘阴等
地拍摄新歌 《湘妹子 》 MTV。 这首
歌， 由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作家贺东
久作词，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国家一级作曲肖雅瑜作曲。

被称为 “军中百灵 ” 的王丽达 ，
出生于株洲一个教师家庭。 她兴奋地
告诉记者， 作为地地道道的湘妹子 ，
能演唱 《湘妹子》 这首歌感觉非常荣
幸。 “我和歌曲的词曲作者都有多次
合作的经历， 相互之间比较了解， 这
首歌就是他们为我量身打造， 创作时
就决定由我来演唱。”

《湘妹子》 的歌词很生动， 富有
韵律。 从历史人物娥皇、 女英， 到今
天的多位湘籍歌唱家， 非常全面地描
写出湘妹子的特质： 火辣直爽、 甜美
俏皮、 妩媚多情。 在王丽达看来， 歌
词中的描述与湘妹子的特点非常吻

合， 完整表达出湘妹子的性格特征。
湖南人爱吃辣椒尽人皆知， 王丽

达也不例外 。 吃辣椒跟性格不无关
系， 天天吃辣椒的王丽达就是一位性
格直爽热情 、 为人火辣辣的 “湘妹
子”。 她在台上也是如此， 热情活泼，
歌声充满了热情和灵性 ， 很有感染
力。 台上台下， 人们看到的王丽达都
是如此， 她不会因为在台上演唱而拘
谨或收敛。 “我就是地地道道的湘妹
子。”

王丽达介绍， 《湘妹子》 在旋律
方面， 也注意吻合湖南妹子的特色 。
整首歌节奏明快， 朗朗上口， 前面的
甜美和后面脆脆的劲儿形成鲜明对
比。 这首歌中， 还借鉴了一些湖南花
鼓戏的音乐元素。 王丽达1993年考取
湖南省艺校花鼓科表演专业， 学习了
几年湖南花鼓戏， 练就了坚实的基本
功。 她觉得， 这首歌非常适合自己的
风格。

为了达到最佳的录音效果 ， 在
《湘妹子》 录音前， 王丽达一直调整

自己的心理状态， 录音过程中也是精
益求精。 录完第一版后由作者提出了
演唱风格的修订意见， 她拿回家一遍
一遍地听， 发现自己的演唱只体现了
湘妹子温柔甜美的一面， 火辣辣的劲
儿不够 。 于是 ， 又重新录了一个版
本， 终于达到大家都满意的效果。

回到湖南 ， 看到家
乡的变化， 她感慨良多 。
向来快人快语的王丽达
动情地说 ： “很高兴能
有机会回家乡拍 《湘妹
子 》 MTV， 宣传家乡的
美好 。 今天我能在艺术
道 路 上 有 一 点 点 成 绩 ，
与湖南这片热土的滋养
和家乡父老乡亲的关心
分不开 。 ” 王丽达表示 ，
将竭尽全力唱好 《湘妹
子》， 同时期望有更多的
人 ， 通过这首歌了解湘
妹子 ， 了解湖南深厚的
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段涵敏

牙龈出血是最典型症状
刷牙时牙龈出血， 这种现象恐怕

大家都习以为常。殊不知，这是牙周疾
病最典型的症状。 据第三次全国口腔
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我国中老年
人牙周健康率不足15%， 牙周病若不
及时治疗，最终会导致牙齿丧失。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爱牙
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幸福家庭”，副
主题 “关爱自己 ，保护牙周 ”。专家提
醒， 牙周疾病是成人牙齿丧失的首位
原因，拔牙多半因为牙周病。

“牙周病的发展是一种慢性过程，
患者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或不
适，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出现牙龈出
血， 牙龈肿胀， 牙周溢脓， 口臭等症
状。”湘雅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雷勇华教
授介绍，当炎症继续，牙齿周围的牙槽
骨会被吸收而出现牙齿松动移位、牙
间隙增宽。若不及时治疗，将最终导致
牙齿脱落。

更为严重的是，牙周病与全身健康
相关密切！孕妇在怀孕期间，牙周病会
加重，还可能诱发早产；牙周病还会加
重糖尿病的病情，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呼吸道疾病的患病率；有牙周炎的胃溃
疡患者，胃溃疡治疗后的复发率增加。

当牙周炎和掉牙、 全身疾病联系
起来，你还会觉得“牙疼不是病”吗？但
是，牙周病不是一直连续进行，而是静
止期和加重期交替出现， 它的主要症

状如牙龈出血等也不会持续存在，这
往往造成了大多数人对牙周病没有足
够重视，而延误治疗。

“常常到医院才发现，牙槽骨被吸
收，没法治了，最后满口牙齿脱落。”雷
勇华提醒，除了老年人，临床接诊中也
不乏30岁、40岁的患者，牙周病不可轻
视。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
没刷对牙！ ”

口腔分泌的口水，温度37℃、湿度
100%，呼吸 、食物残渣提供了充分的
氧气和养料， 口腔简直是细菌生长繁
殖的“天堂”！若每天得不到彻底的清
洁，就要变成“细菌储存仓库”了。

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王月
辉介绍， 口腔中的牙菌斑正是牙周病
的“罪魁祸首”。如果牙菌斑没有被及
时清除，就会被唾液中的钙、磷离子钙
化形成牙石，为牙菌斑提供温床，如此
恶性循环，增加牙周病发生的风险。

“刷牙是重要的预防方法，但很多
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刷对牙！ 还将错误
的方法教给了自己的孩子。” 专家强
调，刷牙其实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需
要认真学习和认真对待的。 只有掌握
了正确的刷牙方法， 才能有效控制牙
龈沟和牙齿表面的牙菌斑。

王月辉说， 正确的刷牙方法应该
是将刷毛放在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
刷毛朝向牙根，呈45度角，水平原位颤

动数次，然后用刷毛拂刷牙齿表面，用力
不要过大， 按顺序把每个牙齿都刷到。刷
牙时应该顺着牙缝从牙龈朝向牙冠方向
刷，上牙从上向下，下牙从下向上，切忌拉
锯式的横刷。咬合面要来回刷。

“牙齿的内侧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又是最容易堆积牙菌斑的地方，也要用相
同的方法刷到。”王月辉提醒，每次刷牙至
少3分钟，最好做到饭后刷牙。如果条件有
限，至少要做到饭后漱口，早晚刷牙，尤其
睡前一定要刷牙。

2005年《湖南省12岁人群恒牙龋齿病
及牙龈出血、牙石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儿
童牙龈出血检出率达62.84%，牙石检出率
高达78.96%！“这些数据说明很多儿童的
刷牙方法是错误的。”专家提醒，学校应该
加大对口腔卫生知识的科普力度。

“牙齿到八九十岁都不会松”
“只要保护得好，牙齿到八九十岁都

不会松。”雷勇华提醒，不少人误认为“年
纪大了就一定会掉牙齿”， 其实牙周病是
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的，牙齿也可以一
直做到坚韧不倒。

“就像定期体检一样 ，口腔健康也
要做到定期检查。” 长沙市中心医院口
腔科主治医师贺聪才介绍，牙周疾病的
预防主要是以自我口腔保健为主，定期
进行口腔检查是早期防治牙周疾病的
有效措施，可一年或半年到医院检查一
次 。 除了平时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
惯，早晚刷牙，餐后漱口，他建议学会使
用牙线，每年到具备执业资质的医疗机

构洗牙1至2次 ， 预防牙周病的发
生。

不少人对洗牙有误区，认为洗
牙会造成牙面受损， 牙齿松动。专
家表示，洗牙之后的不适感是牙石
去除后的暂时性反应，随着牙龈状
况的改善，不适感会逐渐缓解。

专家同时提醒，吸烟、喝酒、嚼
槟榔也是牙周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之一，吸烟者患牙周病的概率较不
吸烟者高，故戒烟对防治牙周病非
常重要的。另外，有糖尿病、内分泌
失调的人得牙周病的几率更高，而
过度疲劳、精神紧张也是牙周病的
危险因素。

另外，合理饮食起居对牙齿健
康也很重要 。 经常食用粗纤维食
物，并充分咀嚼，刺激唾液分泌，冲
刷污物，有利于牙齿白洁 ，更能强
健牙周组织。要养成双侧咀嚼的习
惯， 否则会引起废用性牙龈萎缩，
面部畸形。

本报9月20日讯 （通讯员 杨柏
松） “小英美女， 你好。 你发过来
的照片和资料已收到， 我们会尽快
给你办理好新的 《流动人口婚育
证 》， 并邮寄给你 。 感谢你对我们
工作的支持。” 9月20日， 在宁乡县
花明楼镇计生办办公室， 计生干部
汤余良在QQ上与该镇炭子冲村外
出务工的育龄妇女杨小英交流。 这
是该镇计生办开通的 “育龄妇女
QQ群”。

针对育龄妇女流动性大及当前
上网较为普及的现状， 充分发挥网
络的即时性 、移动性 、传播范围广 、
成本低等优势， 花明楼镇计生办建
立起“育龄妇女QQ群 ”，快速 、便捷
地通过QQ群将相关信息传送至广
大的育龄妇女， 让其充分了解计生
政策法规 ，做到知计生 、懂计生 ，自
觉遵守计生法律法规及政策， 最大
限度杜绝违法生育和未能及时享受
优惠政策等现象的发生。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丹 ）初秋时节 ，早晚温差逐
渐增大，流行性感冒易发。长沙市疾控
中心专家今天发出提醒：流感高发季，
市民要注意坚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尽
早接种流感疫苗。

该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林希健主
任医师介绍： 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
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传
染性强，发病率高，容易引起暴发流行

或大流行。 主要通过含有病毒的飞沫
进行传播，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被
污染物品的接触也可以传播。 典型的
临床症状为急起高热、乏力，全身肌肉
酸痛，而鼻塞、流涕和喷嚏等上呼吸道
卡他症状相对较轻。

当前正值流感易发时节， 除了注意
保暖，勤洗手、多通风，少去人多密闭场
所， 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
经济有效的方法。 由于流感病毒具有易

变异的特征，因此，每年度的流感疫苗均
针对当年流感病毒型别重新研发， 既往
接种过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市民， 需重新
接种方可预防本年度季节性流感。

婴幼儿、老年人和存在心肺基础疾
病的患者感染流行性感冒后容易并发
肺炎等严重并发症，专家建议以下7类
人群应抓紧接种 ：6月龄以上的儿童 ，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患有疾病流感感
染后容易发生并发症的高危人群 ，孕
妇，医务人员，儿童、老人、患有疾病人
群的家庭接触者和护理者， 幼儿园和
托儿所工作人员。

我国中老年人牙周健康率不足15%， 而牙周疾病是成人牙齿丧失的首位
原因。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专家提醒：

牙周病，沉默的“口腔杀手”

巧用QQ群管理育龄妇女

初秋抓紧接种流感疫苗

■文化人物

歌唱家王丽达回湘拍摄《湘妹子》MTV

“我就是典型的湘妹子”

■文化大观园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郭倩） 9月中旬， 长沙市青
少年宫举行 “走进科学 、 认识世
界” 大型公益活动， 向青少年倡导
科学、 健康的生活理念。

本次活动在青少年宫内制作了
近百米 “关注食品安全， 享受健康
生活” 和 “青少年自护自救安全常
识” 两个大型科普宣传展览， 并邀
请了省儿童医院等医院的专家 ，

进行现场健康咨询、 医疗义诊， 发
放相关科普健康资料 ， 一些青少
年心理健康咨询专家也在现场进
行咨询答疑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发放了200册少儿科普漫画图书，
青少年宫内还开辟了专门场地 ，
组织孩子们参与滚铁环 、 打陀螺
等游艺活动， 并回答科普知识， 让
孩子们在快乐的游戏中学习掌握
科普知识。

长沙青少年宫
举办科普公益活动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陈薇）近日，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文萃报美术馆举办的 《萃艺大讲坛 》首场———“张锡良书法
说话 ”开讲 。大讲坛分为观看专题片 ，作者发言及嘉宾探讨
三部分 。我省著名书法家张锡良讲述了他的书法观 、创作
经历 、当下湖南书坛现状及未来的发展等 。他生动 、鲜明 、
独到的艺术见解引发了嘉宾们的热议 ， 气氛轻松活跃 。这
是文萃报美术馆 《萃艺大讲坛 》的首场活动 ，据文萃报美术
馆馆长熊勇介绍 ，《萃艺大讲坛 》 除了传统的书画艺术 ，还
将涉及当代音乐、电影、文学等领域。

文萃报美术馆举办首场《萃艺大讲坛》

中秋，星城奏响“奥斯卡电影金曲”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陈薇）9月30日是传统中秋节，有

“古典音乐演奏团体新势力” 美誉的中国独奏家乐团将来湖
南大剧院演出，奏响“浪漫奥斯卡电影金曲视听之夜”。届时，
观众可在纯弦乐演奏中配合多媒体画面重温 《卧虎藏龙》、
《加勒比海盗》、《美丽人生》等奥斯卡经典名曲。

该乐团曾应邀出访意大利 、新加坡 、乌克兰 、沙特等国
家， 为欧洲许多文艺片和先锋话剧录制背景音乐， 其中为
《Silky》和《Moist City》两部先锋话剧的配乐，获得了“北欧音
乐节”最佳背景音乐提名。

《〈义勇军进行曲〉研究》出版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何力柱）一部全面反映《义勇军进

行曲》（即 《国歌》） 的创作历程的著作 《〈义勇军进行曲〉研
究》，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作者马宏业并非专业研究人员，但他怀着一种崇高
的使命感，耗时35年，在全国与《义勇军进行曲》有关的图书
馆、纪念馆中广泛地搜索，详尽地占有资料，潜心进行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甘肃画家来长办展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陈薇）19日，来自甘肃的画家李秀

峰在长沙新开馆的湖南藏福艺术馆举办个人国画作品精选
展，吸引了众多艺术界人士的目光。

李秀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国画院院长，系当今
中国画坛颇有影响的女画家。 其作品以反映西部高原藏族人
民风情为主，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平凡的诗意，以博爱的胸怀去
赞美生活、讴歌生命，其笔下的人物饱含激情，活力焕发。

王丽达 通讯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