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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刘莲） 既不
是精神病人， 也不是聋哑人， 实施犯罪行为后， 面对公、
检、 法办案干警的讯问，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甚至连姓
名都不说。 日前， 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对这个“无名
氏” 进行了公开宣判，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
4000元。

2013年5月21日晚， “无名氏” 在邵阳市红旗路奥
斯卡网络会所内， 趁郑某不注意， 抢走其放在电脑桌上
的一台三星手机， 并迅速逃离网吧。 郑某追上后， “无
名氏” 踢了郑某一脚。 “无名氏” 被过往行人制服后扭
送到派出所。 经鉴定， 被抢手机价值261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无名氏”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公然抢夺他人财物， 且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抢夺罪。
被告人虽然拒不交代也无法查清其真实身份， 但犯罪事
实清楚， 证据确凿， 应该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以代
号依法审理判决， 于是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抢夺犯罪 证据确凿 拒不交代

“无名氏”
依法被判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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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薇

1949年前，湖南美术史上发生了哪
几件重要的事？ 1958年，湖南省美术工
作者协会成立， 在此之前又是怎样一个
漫长的筹建过程？ 1966年至1976年间，
湖南有哪几件事与美术相关？ 改革开放
30年中，湖南美术是如何发展？ 呈现出
哪些特点？ ……

这些问题当下鲜有人关注， 但对湖
南美术史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 从《口
述湖南美术史（1949-2009）》这本书中，
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在尚无一部关
于湖南现当代美术史方面的书籍出版的
条件下， 马建成策划并组织人员率先完
成了这部书籍， 填补了湖南美术史写作
的空白。日前，该书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 4月，其作品研讨会也将在长沙举
办。

初衷：“为美术界前辈
留下一点东西”

马建成， 现任省设计艺术家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 省油画学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 谈及初衷，他表示，自参加工作以
来一直都没有离开省美协的工作岗位，
湖南美术的发展过程，自己亲历了30多
年。

“从80年代开始，省美协当时在编
人员只有23人，他们都是湖南省美术的
主要力量， 为湖南美术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如今老协会人员也都从之前的
岗位退下来了。有一次，我在省文联大院
碰见邓平祥先生， 问及此次回长沙来办
什么事，他说在办理退休手续。 当时，那
种语调、那种神态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
我深深意识到老省美协职工也就剩我一
人了。我应该站在另一个角度，尽全力为
前辈们做点事，留下一点东西。 于是，萌
发了为湖南美术人立传的想法。”马建成
说。

如何才能客观呈现全场景， 如实反
映湖南在1949年至2009年期间的各个
时期所出现的美术家、 美术作品和美术
事件呢？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征求美术界
同仁的意见， 马建成决定采取口述与史
料相结合的方式，并于2009年初步确立

了编写大纲和采访流程。

探索：“口述史料结合更客观”
2010年8月，马建成组建了《口述湖

南美术史（1949-2009）》课题组。 历经3
年多时间，采访了200余位历史当事人。
其间，在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美术家、美术
工作组织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进行采访
时，不管刮风下雨、日晒雨淋，上医院、跑
市州，课题组成员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认真地完成每一次采访。

图书馆、 档案馆及有关单位资料室
也成为他们的“根据地”，经常前往查阅、
复印与翻拍相关资料。 在马建成及其课
题组成员精心地撰写与编辑下， 一部近
30万字、 收录500余幅历史文献图片和
美术作品的口述史卷终于形成了。

该书采取口述与史料相结合的方
式，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60年间湖
南美术的发展历程。著名艺术史学者、中
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评价：

“它填补了湖南美术史写作的空白，特别

是湖南地方美术口述史的空白；其次，它
的出版无论对今后地方史和国家史的研
究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

感慨：“留下许多遗憾”
“一部口述史卷的完成，大家都是参

与者、创造者，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要
完成任务是有很大困难的。 我感谢为这
部书付出心血的每一个人。”马建成由衷
地说。

马建成透露， 在采访过程中也留下
了许多的遗憾。

“阴错阳差之间，有些老一辈的优秀
本土艺术家还没来得及接受采访，就永远
地离开了。 ”马建成回忆，如吴成群老先
生，是湖南省美协人员、早期湖南美术活
动组织者和优秀的版画家。第一次课题组
约他在省文联大院的家里采访，得知采访
组成员都在长沙河西，为方便课题组成员
往返，吴成群主动改约，把采访地点改为
其在河西的工作室。 临近采访日，采访组
与他电话联系，却得知他已住院。 吴成群

曾表示出院后的第一时间一定接受采访，
不料病情恶化的他未能挺过这道难关。还
有聂南溪老先生， 是湖南文艺学院创建
者、我省著名美术教育家和工笔画家。 课
题组采访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好
不容易等到老先生出院，其夫人想等他身
体稍微好些再接受采访， 谁知左等右等，
等来的却是噩耗……

“每当回忆这些采访经历，我总是感
到很遗憾和难过。 甚至有些责怪自己，
应该更早些开展这项工作。 当初确立此
书篇目时， 我们就有着抢救性保护的意
识， 因为我们深深知道， 有责任、 有义
务将湖南美术的点点滴滴记录在案， 客
观呈现。 然而，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有
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已经随着当事人的离
去而永远成为了秘密。” 值得庆幸的是，
这部口述史卷最终完成了。 马建成希
望， 这本书能为未来湖南美术的发展提
供借鉴原本， 为湖南美术事业创造精
神、 树立丰碑， 使湖南美术未来的路走
得更加平坦、 和谐。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文立平） 今
天， 记者从省残联获悉： 中国残联命名长沙市为全国
“阳光家园” 示范区； 长沙雨花区怡智家园智障人士服务
中心、 常德市武陵区东城“阳光家园” 为全国“阳光家
园” 示范机构。

从2009年起，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为智力、 精
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融生活技能训练、 职业康复、
职业培训教育、 就业训练为一体的托养服务工作， 并以
“阳光家园” 计划命名。

2010年， 我省启动“阳光家园” 示范创建活动， 全
省各级残联整合各方资源， 扶持建设了一批经办主体多
元、 运作宗旨公益、 服务对象明确、 服务标准统一的残
疾人托养服务机构。 目前， 通过“阳光家园” 计划， 全
省建设各类托养机构111家， 为近8万名智力、 精神和重
度肢体残疾人提供了居家服务、 日间照料和寄宿托养服
务， 其中3499名智力、 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在机构接
受寄宿制或日间照料服务。

本报4月8日讯 （通讯员 罗中华 刘
友良 记者 杨军） 在我国小学生近视发
生率达到近60%的今天， 桃江县浮邱山
下却有一所农村小学， 已连续27年无近
视学生。 前不久该校512名学生眼检，
视力优良率高达98%。

走进小山湾小学教室， 只见墙壁粉
刷得雪白， 学生们坐姿端正。 学校每年
对教室墙壁粉刷一次， 每个教室装有6
盏100瓦的白炽灯， 还配有浅绿色窗帘。
每年新学期开学， 小山湾小学的一堂必
修课是老师教学生不在强光下看书， 不
在弱光下写字， 乘车走路不看书。 一天
做3次眼保健操， 这在该校已坚持30年
之久。 该校还严格控制课堂作业数量，
增加动脑思考、 动手操作的课外实践活
动， 并严格控制课外书面作业量， 明确
要求一、 二年级不给学生留书面作业，
其余年级学生课外作业总量不超过30分
钟。 还要求教师向40分钟的课堂要质
量， 保证每个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
6小时。

小山湾小学先后被评为省文明卫生
先进单位、 省青少年科技示范基地， 教
育教学质量名列高桥乡同类学校前茅。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雨滋） 57岁
的长沙市民秦某戒酒4个月， 竟然出现精神异常， 没想到
“幕后黑手” 居然是体内血钠含量低。 通俗地说， 秦某是
身体缺“盐” 了。 记者今天从省第二人民医院了解到，
经过及时治疗， 秦某病情得到控制。

4个月前， 秦某在省第二人民医院的酒瘾网瘾中心，
戒断了伴随他30多年的酒瘾。 住院戒酒期间， 他被检查
出患有“2型糖尿病”。 戒酒治疗的效果非常明显， 出院
后， 秦某再也没有碰过酒精。 但家人却发现他开始食欲
变差， 渐渐地几乎整天不吃东西， 体重由原来的47公斤
跌至36公斤。

家人正担忧时， 秦某又“疯” 了， 常常自言自语，
出现了诸多的幻觉。 随着病情加重， 他开始通晚不睡，
乱脱衣服， 在房间里爬上爬下。 家人见状， 以为是戒酒
引起的。 3月12日， 家人再次将他送入医院。 检查中， 医
生发现秦某的血钠仅为108mmol/l， 远远低于正常值
（137-145mmol/l）， 属于重度低钠血症。

“轻度低钠血症表现为嗜睡、 木讷， 精神状态差。
中度低钠血症则可能出现精神异常， 而重度低钠血症则
可能随时出现昏迷， 甚至导致死亡。” 省第二人民医院代
谢内分泌科主任李湘介绍， 秦某原来患有糖尿病， 没有
好好控制， 血糖高引起肺炎。 患了糖尿病， 周围神经麻
痹， 却没有表现出咳嗽、 咳痰等肺炎症状， 让患者与家
属都忽视了病情， 没有及时诊治， 导致患者食欲低下，
患上低钠血症， 进而出现精神失常。

“阳光家园”
示范创建成效显著

全省近8万名残疾人获得托养服务

戒酒居然“疯了”，
原是身体缺“盐”

长沙一患者忽视糖尿病导致低钠血症

桃江一小学
连续27年无近视学生

为湖南美术人立传
———《口述湖南美术史（1949—2009）》出版侧记

文化视点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肖建生）在优
先股信息披露准则出炉等利好消息的刺
激下，今天金融、石化等权重股大幅拉升，
推动主板市场大幅反弹， 上证指数上涨
1.92%，收于2098.28点，成交1080亿元；深
成指涨1.91%，收于7508.66点，成交968亿
元。创业板在主板市场的带动下涨0.33%，

收于1351.18点，成交187.7亿元。
湘股今天整体表现较好，73只湘股

除5只停牌不交易之外， 有15只下跌，53

只上涨，其中涨幅居前的有湘潭电化、千
山药机，涨幅在6%以上；跌幅居前有天
一科技，跌幅为9.97%。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伍西明 罗闻）治疗腹股沟疝手术中，
需要用钛钉来固定网片和腹膜， 此举给
患者术后带来不适感和疼痛感。 记者今
天从湘雅医院获悉， 该院专家通过技术
革新，用手工缝合代替钉枪操作，成功开
展省内首例免钉合腹腔镜下腹股沟疝修
补术，减轻患者的疼痛，患者术后24小时
内即可康复出院。

5年前，长沙市民王先生曾接受了开
放式左侧腹股沟疝修补术。然而，由于疤
痕体质，再加上术后疼痛感明显，王先生
一直对治疗效果不满意。近几个月来，他
又被右侧腹股沟疝困扰， 于是到湘雅医
院就诊。

该院普外科专家黄耿文副教授介

绍，疝气，俗称“小肠串气”，即人体组织
或器官一部分离开了原来的部位， 通过
人体间隙、 缺损或薄弱部位进入另一部
位， 临床上较常见的是腹股沟疝。 近年
来，针对疝气的治疗方法不断推陈出新，
但术中需要钛钉来固定网片和腹膜，给
患者带来不适感和疼痛感， 并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治疗费用。

如何进一步减少患者的疼痛？ 通过
不断的经验积累， 专家决定摒弃迅速又
省事的钉枪操作， 转而采用腔镜下手工
缝合网片和腹膜。 对于新方法的操作要
领，黄耿文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腹膜相
当于一本书，网片则好比一张纸。通过广
泛游离后先将“书本”打开，再把一张足
够大的“纸”（网片大小约为15厘米×12

厘米） 置入其中后， 用来掩盖腹壁缺损
处。最后将“书本”合上，使“纸张”完全固
定而没有了活动空间。

4月2日，手术团队通过王先生腹壁上
3个“钥匙孔”大小的洞，将网片成功置入
腹膜前，达到了治疗腹股沟疝的目的。 术
后， 患者王先生感叹：“不仅疼痛感轻微，
而且当天即可下床活动！ ”据了解，以往腹
股沟疝修补术后，患者最快也要24小时后
才能出院，有的甚至需要48小时。 而通过
新方法， 患者在24小时内即可康复出院，
更重要的是， 在技术娴熟的外科医师手
下， 新方法复发率极低且远期效果优良。
不过，黄耿文强调，并非所有的患者都适
合该手术，例如疝缺损较大者，钉合仍是
目前的首选方法。

手工缝合取代腹股“钉钉”
湘雅专家创新方法治疗疝气

沪深股市大涨
73只湘股53只上涨

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在家中接受课题组成员采访。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