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一双运动鞋，一条牛仔裤，一件灰色的休闲毛
衣。在2月27日于长沙举行的《我是歌手》握手会上，
韩国歌手郑淳元的出场随意而亲切，全然没有舞台
上的“高冷范”。而接下来的中文问候“大家好，我是
郑淳元”和一曲深情的韩语歌，更是赢得全场粉丝
的热情掌声。

爱美食，爱运动，爱音乐
自韩国歌手郑淳元以补位歌手的身份参加了

《我是歌手3》的竞演，并在补位首秀中一鸣惊人，以
一曲《那个男人》拔得头筹后，其人气一直飙升，在
舞台上和韩红、孙楠、李健等中国唱将形成“中韩对
决”，并引发了观众对于本季歌王“国籍归宿”的大
猜测。

郑淳元（艺名The� one），出生于1974年，2002
年出道即获得第16届韩国文化演艺大奖新时代歌
曲10大歌手奖。之后，曾先后推出5张个人专辑，被
誉为“韩国第一嗓音”。

除韩国歌王、韩国第一嗓的美誉之外，郑淳元
还曾担任过少女时代、 东方神起、SuperJunior等众
多天团成员的声乐老师，因此郑淳元在韩国是殿堂
级的歌手， 也代表着韩国音乐界最顶级的音乐水
平。

对于观众五花八门的问题， 郑淳元都热情回应。
他说刚到长沙的时候不是很习惯，还流过鼻血，现在
已经适应了。长沙菜很好吃，尤其喜欢吃剁椒鱼头、韭
菜炒鸡蛋。自己平常爱美食，爱运动，爱音乐。保护嗓
子的法宝是“多吃，多运动，大声喊叫”。

5月将推出中文专辑
观众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想不想留在中

国发展？”
郑淳元的回答很机智：“我在中国活动会得到

大家的帮助吗？”
当听到全场异口同声的大声支持“会”时，郑淳

元单手握拳上举，用中文说“努力”，在回应观众的
同时，也为自己打气。

“我希望自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说好汉语 ，我
要在今年5月推出一张中文专辑。”他还介绍，来中
国之后，发现中国的优秀制作人很多，好听的歌也
很多， 希望以后可以促进中韩之间的音乐交流，将
一些好听的中文歌填上韩语推介到韩国，也将一些
韩国歌填上中文词拿到中国来演唱。

韩国“殿堂级”艺人郑淳
元补位《我是歌手》———

天气寒冷，街头参与无偿献血的人急剧减少。为保障临床用血，省会“白
衣天使”们踊跃献血，目前，长沙血液供应已恢复平稳———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俞辰 熊军

2月27日， 春节长假后上班的第
三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工
作者在院内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近
百名“白衣天使”撸起袖子献热血，其
中，80%以上是“女汉子”。

每年春节前后，由于天气寒冷和
高校学生放假等原因，长沙市采供血
情况十分紧张。为确保血液供应，2月
10日起，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发起了

“白衣天使暖冬献爱心” 无偿献血活
动。

截至2月27日， 长沙市共有12家
部、省、市级医院的800多名“白衣天
使”踊跃参与，献血量超过24万毫升，
上演了一场献血“接力赛”，为濒临生
死线上的患者献上“生命的礼物”。据
悉，长沙血液中心已解除了血液预警
状态，目前血液供应恢复平稳。

“女汉子”们用行动回
应谣言

“献血并没有什么可怕，医护人
员也从来都不是无偿献血的旁观
者。”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周绍
明介绍， 省妇幼保健院女职工居多，
此次献血活动报名的女职工达到
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女汉子献

血队”。
来自麻醉科的廖慧已是第5次献

血了。她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网络上
存在着一些关于“医务人员不献血”
的不实言论，她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回应网络上的谣言，同时让社会大
众知晓，献血对一个健康人来说没有
任何不良影响，医务人员也不例外。

周绍明介绍，一个人不论是否献
血， 他的血液总是在不断地新陈代
谢。从血液生理学角度看，人体总血
量约占体重的8％， 一个体重50公斤
的人，全身的血液约有4000毫升。一
次献血300—400毫升， 不足总血量
的10%，献血后可很快调节补充恢复
原有血容量。医学研究表明，献血可
以刺激人体造血器官， 促进血液新
生，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利
于身体健康。

血液供应平稳， 用血
“警报”已解除

2月2日， 由于血液库存偏低，长

沙启动临床供血紧急预案三级响应：
省会各医院暂停需要输血的A、O型
择期手术和用血量大的移植手术，重
点保障孕产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用
血。

“由于医务人员的参与，以及政
府事业单位等团体献血量的增加，目
前血液供应已经恢复平稳。” 长沙血
液中心供血科主任侯全斌介绍，截至
2月27日上午8时，长沙市血液总库存
3000袋左右， 基本能保障目前的临
床用血供应，用血“警报”已解除。

不过，由于天气寒冷，街头献血
人数仍然偏低。目前，每天街头无偿
献血人数不到200人次。而长沙市各
级各类医院，要维持救死扶伤所需血
液的动态平衡，每天需要400-500名
健康适龄的爱心市民加入到无偿献
血者队伍。

节后用血高峰即将到
来，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

“血液不能人工制造或是用其他

的物质代替， 只有靠广大健康的、适
龄的公民捐献。”侯全斌预测，一些患
者为了避免春节期间做手术，年后手
术量会明显反弹，节后将迎来用血高
峰。而春节期间的采血工作往往十分
困难，这势必给年后的血液供应造成
更大的压力。

血液的宝贵还体现在另一方面，
它不能永久保存，它的“保质期”仅有
35天。因此，血液不能大量采集、长期
储存， 需要献血者的热情永续不断、
连绵不绝！

“组织医务人员和一些团体献
血，有效保障了春节期间的临床用
血 ， 对于即将到来的用血高峰而
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长沙血
液中心主任王双林希望，通过组织
省会“白衣天使”献血，传递救死扶
伤、捐献热血正能量，同时也号召
更多的爱心市民尤其是单位团体
加入到献血的行列中来，以挽救更
多生命。长沙血液中心团体献血预
约电话：0731-8468811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一家人坐在一起，你们却在抢红包。”为抢红包，大过年的夫妻
闹翻了脸；有的深陷提现陷阱，内心添堵，有的摆一桌年夜饭，只剩老人闷头吃饭。抢红包不
易，难得团圆更不易，在低头抢红包的同时，可别忘了与家人亲友沟通交流。 漫画/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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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 � � �名片
� � � �陈风林，33岁，岳阳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医务室唯一的女医务人员 ，
工作中，她经常拿“满票”。

故事
春节期间， 陈风林每天除了吃

饭、睡觉，基本上都宅在书房，查资
料，做笔记。丈夫问她要干嘛？她答
曰：“恶补精神病人护理知识。”

1998年从岳阳卫校毕业后，陈
风林在岳阳楼区北港医院干了8年
护士。2006年7月，她“戏路”一变，报
考公务员， 竟以综合成绩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岳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医
务室。

有人说她傻， 从城里考到离家
近百里外的戒毒所（她丈夫就在岳
阳市巡特警支队工作）。她的回答令
人莞尔而笑：“让孩子先有了警察爸
爸，然后又有了警察妈妈。”

虽然职业未变， 陈风林却依然
对戒毒所充满陌生感， 这里的病人
与过去接触的普通病人完全不同：
多数戒毒人员总是尽力夸大自己的
病情，巴不得医生说他病情严重。这
让陈风林无所适从， 甚至怀疑自己
是否诊断有误；看似简单的抽血、注

射等工作， 她却常常忙得满头大
汗———吸毒人员的血管因静脉注射
毒品而萎缩， 陈风林在帮助他们抽
血、注射时常为找血管而煞费苦心，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护理技能学得不
够扎实……

这种怀疑自己的日子持续了大
半年， 陈风林才慢慢从老同志的言
传身教中摸出门道： 对戒毒人员这
些特殊病号， 得有特殊的诊断和护
理技能，甚至要有“魔高一丈”的心
理素质，善于斗智斗勇，才能还他们
的病情以本来面目,并让他们心服口
服。

面对戒毒人员被毒品腐蚀得几
近萎缩的血管， 她反复摸索静脉输
液的方法， 做到了百分之百的一次
穿刺成功。攻坚克难，她首次拿到了
“满票”。

紧张工作之余， 陈风林参加了
法律、医疗培训，竟拿到了法律专业
自考本科文凭和主管护师职称。

一名医务人员为何要自习“旁
门左道”呢？“学习法律，是为了在给
戒毒人员治病的同时， 给他们传播
法律知识；学习医疗知识，是为了使
药房药品管理更规范。”她解释道。

在戒毒所工作9年，陈风林实现
了由一名普通医护人员向戒毒医务
工作者的华丽转身， 成为戒毒所医
务室的骨干。 该所政委陈文联告诉
记者， 她每年要对戒毒人员抽血化
验300余人次、注射治疗500余人次，
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药房里几百盒（瓶）药品的用途
和有效期，她都倒背如流，让来所考
核的省戒毒局领导叹为观止。 因工
作业绩突出， 她多次被评为优秀公
务员和先进工作者。在今年1月的竞
争上岗中， 陈风林以民主推荐满票
的优势， 被任命为戒毒所生卫科副
科长。

厉害吧，又是“满票”！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着力解决“文山会海”问题，长沙
再出实招。

2月27日，长沙市委办公厅、市政
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建立清单管理制
度严格控制文件会议活动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建立全年重要文
件、重要会议、重要活动3项清单，凡未
列入清单的，一律不予安排，凡不执行
清单的，依纪依规严肃问责。

列清单 ,“多会合一 ”
严控“文山会海”

《通知》要求，对全年需要以市
委、市政府（含“两办”）名义制发的重

要文件、召开的重要会议和举办的重
要活动， 实行严格的会商审核把关，
对列入3项清单的工作安排将严格监
督管理，从源头上堵住“文山会海”。

在去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长沙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牵
头负责“文山会海”的整治，率先削减
“文山”， 建立了发文申报和简报内刊
备案审查制度、不合格文件退办制度，
实行简报资料报送的“菜单式”选择服
务。全年市委、市政府（含“两办”）制发
文件同比减少14%， 党委和政府序列
部门所办简报分别精简51.5%和28%，
全市性会议同比减少39.3%。

新年伊始，长沙又采取“多会合
一”的方式，将全市党办、组织、宣传、

统战、政法等专题会议合并为党务工
作会议，会期压缩为1天。

2月25日，长沙市2014年度绩效
考核通报讲评会和2015年度重大项
目推进会再次合并召开。

定制度,法治思维提升工
作效率

这些举措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
号： 积极适应和准确把握新常态，力
促干部奋发有为和项目落实见效。

“在继续遏制‘文山’的同时，今
年将目标重点瞄准‘会海’，要在去年
的基础上再见实效。”长沙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陈献春表示，建立清单管
理制度，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从“文山会海”和“事务主义”
中解脱出来。

按照《通知》要求，3月15日前，长
沙市各地各部门将把梳理汇总的文
件、活动和会议安排上报，经市委、市
政府严格审核后形成清单，严格遵照
执行。督查部门将每半年组织开展一
次督促检查， 结果进行公开通报，凡
违反清单管理制度的，由纪检机关和
组织部门依纪依规严肃问责。

“解决‘文山会海’是一个老话
题，这次实行清单管理制度，是管长
远的好办法； 同时，也能提升机关干
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
责的素质和能力。” 该市一位市直单
位负责人如是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家住长沙湘江世纪城的周艳女
士，趁春节假期和全家人去看了一场
电影。“全家老小都参与，既有团聚的
意义，又达到休闲娱乐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春节档”，交出一份
令人震惊的答卷。据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发布的数据，羊年正月初一至
初六， 全国电影总票房超过17.3亿
元，同比增长36%。

春节期间湖南超百万人看电影
羊年“春节档”里，尤其是正月初

一，国内共有8部新片上映。既有史诗
大片《狼图腾》，又有动作大片《天将
雄师》，还有众星云集的《钟馗降魔》，
带着浓郁贺岁风格的《澳门风云2》和
《冲上云霄》，以及两部“爸爸”系列的
合家欢电影。多种类型的电影，满足
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需求。

各家影城熙熙攘攘。长沙沃美影
城总经理郭炳亮介绍，从正月初一到
初六，影城每天观众超过5000人，是
平时的3倍多。

据国家电影票房综合信息平台
数据显示，在“春节档”里，湖南收获
电影票房4278万元， 观影人次达117
万。春节期间，在湖南最受观众欢迎
的是《天将雄师》，票房为1001万元，
紧随其后的是855万元的《澳门风云
2》，《爸爸去哪儿2》 也表现不俗，以
744万元位列第三位。

“春节档”强势崛起
权威数据显示，春节这一周电影

票房排行榜中，中国大陆超过北美成
为全球电影票房周冠
军。

从正月初一到初
六， 每天票房近3亿元
的成绩， 出人意料。尤
其是正月初一观影人
次近1000万， 票房总
量逾3.6亿元， 创下中
国电影市场单日票房
纪录。

回顾近几年的“春

节档”，从2012年的4.1亿元，到2013
年超7亿元，到2014年14.2亿元，再到
今年的17.3亿元， 几乎是直线上升，
堪称“史上最强春节档”。“春节档”强
势崛起， 让曾经牛气冲天的贺岁档、
暑期档、国庆档等档期黯然失色。

湖南大剧院副总经理黄蓉认为，
“春节档”的崛起，与大众生活方式的
变化有内在联系。春节本是全家团圆
的时刻， 这些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
但要吃团圆饭， 还有更多的文化需
求，看电影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郭炳亮介绍，“春节档”的火爆离
不开两个因素：一是有好片子，如《狼
图腾》、《天将雄师》等影片口碑不错；
二是快速增长的城市电影院和银幕
数。 仅2014年全国就新增影院1015
家，新增银幕5397块，至2014年底全
国银幕总数达2.36万块。

两个“爸爸”低于预期
大年初一，《爸爸去哪儿2》和《爸

爸的假期》携手上映。截至2月26日正
月初八，《爸爸去哪儿2》 票房达1.92
亿元，《爸爸的假期》 票房9100万元。
两部合家欢类型的电影，仍是春节期
间许多家庭的首选， 票房表现也不
错。但跟一年前的《爸爸去哪儿》和前
不久《奔跑吧兄弟》 收获的4亿元相
比，要逊色不少。

黄蓉分析，两个“爸爸”低于预期，
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于“综艺电
影”的争论越来越多，观众变得从容和
理性。二是去年《爸爸去哪儿》占尽天
时地利，而今年新鲜劲头已过去。三是
春节期间观众选择余地多， 而且口碑
好的影片不少，造成观众分流。

献血“接力赛”温情上演

长沙推出文件、会议、活动三项清单———

再出实招削“文山”填“会海”

文化视点

陈风林：
厉害吧，又是“满票”！

春节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红火———

“春节档”，
超百万湖南人看电影

另眼内参 酒鬼内参酒联合推出

“微信红包”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
者 王曦 通讯员 孙谦 ） 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该
市警方将进一步强化春季开
学校园周边巡防，做到校门外
重点时段“见警察、见警车、见
警灯”。

据了解，该市交警、特警等
警种以及各派出所警力将加强

对校园周边及上、 下学路线的
巡逻防控， 并将广泛发动群防
群治力量，确保学校、幼儿园周
边有人看、有人管。巡逻警力将
加大校园周边可疑人员的盘查
力度，严查身份证件，发现有违
法犯罪嫌疑的将带离现场进行
盘问； 刑侦部门将全面落实快
速反应机制，对校园暴力犯罪、

侵害校园师生的盗窃、抢劫、抢
夺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做到露头
就打，依法惩处，对校园周边的
“黄赌毒” 活动坚决予以铲除；
交警部门将加强涉校交通安全
管理， 在学校上、 放学高峰时
段， 集中警力对重点路段维护
交通秩序，严查车辆超员、超速
等交通违法行为。

见警察 见警车 见警灯

长沙全力护航春季开学校园安全

“我要出中文专辑”

陈风林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