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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奉清清
通讯员 王安中 田智）今天下午，《中国传
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研究》丛书座谈
会在长沙举行。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该
丛书“源于地域，超越地域；走向主流，引
领潮流”， 是我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标
志性成果。

该丛书由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主编，

包括《源流篇》、《阐释篇》、《启示篇》三部
著作，共65万字，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
托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
研究》的最终成果。据悉，该项目是我省首
个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首个由省
级领导领衔的项目，集省内十来位专家学
者之力历时三年潜心研究而成，价值非同
一般。

据介绍，该项目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当
中的“中”与“和”思想的研究方面，实现了
诸多创新。它将“中”与“和”思想置放在
百家争鸣、三教争衡的背景下进行研讨，
建构了对“中”“和”思想的全新理论阐释
架构，从政治层面、伦理层面以及哲学本
体层面等三个层面对传统文化之“中”与
“和”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阐释，

建立了“三位一体”的、较为完整的对传
统“中”与“和”思想的解读体系，是迄今
为止同类研究成果中系统性、 综合性最
强的成果。 它主动承担起理论与现实结
合的历史使命，努力探讨传统“中”、“和”
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契合点， 具有极强
的现实指导意义。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陈惠
芳）最近，浏阳市图书馆在清理库存
时，发现一套明本《医学纲目》。今天，
记者在该图书馆看到了这一珍本。

《医学纲目》为竹绒纸，现存17
本。该书封面显示“迈父藏阅”，盖有
“灵兰馆”印章。据湖南省图书馆古籍
文献专家考证，《医学纲目》为明嘉庆
年间刻本。经查阅相关资料证实，《医
学纲目》成书于明嘉庆四十四年（即

公元1565年），作者为楼英。而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成书于明万历二十
一年（公元1593年）。《医学纲目》比
《本草纲目》早28年。

另悉， 浏阳市图书馆现存清本
700多套、7000多册。该图书馆馆长
刘炜认为，作为一家县级图书馆，守
着这些明清书籍，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希望寻找合作伙伴，制成电子版，
有利于进一步保护、研究和利用。

湖南日报北京8月25日电（记者 李国斌）第22届北京
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8月26日至30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顺义新馆举行。今天下午，记者在湖南展馆看到，来自
湖南的17家出版单位正在现场紧张布展。

本届博览会，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组织全省17家
新闻出版单位， 精心挑选近2000册图书参展。 展馆单设
“湖南出版精品图书专区”，展出200多种精品力作，包括
湘潭大学出版社的《红藏》，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历代辞赋
总汇》， 岳麓书社的《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
等。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 湖南代表团团长尹飞舟
介绍，湖南展馆面积比历届都大，总展位由以往的26个增
加至38个，布置也很大气，各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亮点、
精品。据悉，博览会期间，湖南展团将举办刘慈欣读者见
面会暨《三体》三部曲中文版及英文版签售会等6大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李中 陈程

“爸爸，我想你。我也想妈妈。前几天你带姐
姐回家读书了， 我也好想回家读书。”8月24日，
在新宁县水庙镇高坪村， 村民陈英汉接到小女
儿陈倩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病床上打来
的电话， 听到她那带哭腔的声音， 不禁心如刀
割，仰面而泣。

今年6月中旬，在水庙镇伞家冲小学读二年
级的6岁小女孩陈倩突发疾病，辗转来到首都儿
科研究所附属医院就诊。经详细检查，被诊断患
上“噬血细胞综合征”。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血
液疾病，每100万人中只有1.2人发病，且死亡率
高达92%。

挽救陈倩唯一的办法是进行骨髓移植。但
医院对陈倩的直系亲戚做了DNA检测，都没有
配型成功， 目前陈倩只能在医院等待适合的骨
髓。

住院60多天里，陈倩进行了多次骨髓穿刺和
化疗。为了不影响她的身体和智力发育，很多时
候医生都没有对她进行麻醉，但她坚强承受着大
人都难以承受的一次次痛苦，从不哭泣。

每次骨髓穿刺后都要在病床上平躺6个小
时，小孩子难免有些调皮，手脚乱动。一次，陪同
的陈英汉随手在护士台拿了份报纸打发时间，
正当他看得昏昏欲睡时， 陈倩要爸爸把报纸内
容读给她听。陈英汉发现，女儿听他读报时注意
力非常集中， 手脚不乱动了， 也不说累不说痛
了。于是，他和女儿达成“协议”，只要女儿保证
不乱动，以后这6个小时他就读报纸或讲故事给
她听。医生们都对陈倩的表现赞叹不已。

由于陈倩的妈妈患病近4年， 家中早已负债
累累。陈倩患病，让陈英汉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好
在人间有大爱，无数亲友、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
手。 陈倩治病已花费25万元， 全部来自借款、捐
款。但给陈倩进行骨髓移植，费用缺口还有23万
余元。真诚希望坚强的小女孩陈倩，快点好起来。

“最懒”癌症 女性易得
湖南成立“甲状腺病友联盟”关怀病友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萍）癌
症并非不治之症， 其中甲状腺癌是目前所有癌症中存活
率和治愈率最高的癌症。 为了消除公众对癌症的恐惧心
理，8月25日下午，省肿瘤医院举办科普宣传活动，同时成
立湖南首个“甲状腺病友联盟”。

“它是‘最懒’的癌症。”省肿瘤医院院长刘景诗介绍，甲
状腺癌是一种进展非常慢的实体肿瘤， 患者治疗后带瘤可
以长期生存。随着近年肿瘤发病率的上升，甲状腺癌也日渐
增多，女性发病约是男性的4-5倍。不过，甲状腺癌是存活
率和治愈率最高的癌症，发现早可达到临床治愈，晚期病人
经过规范治疗，10年-15年的存活率可达50%-60%。

该病为何偏爱女性？ 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内科主任石
峰介绍，甲状腺疾病与生活方式、性格脾气、饮食习惯有
关，人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紧张、睡不好觉时，甲状腺
容易发生病变。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和内分
泌失调等问题，所以发病率较高。专家同时提醒说，少年
儿童要避免接受放射辐射， 该院接诊最小的甲状腺癌患
者仅6岁，就是受到放射辐射而患病的。

为舒缓患者心理压力，该院成立“甲状腺病友联盟”，
引入了心灵关怀理念， 开展以音乐治疗为主要干预手段
的心灵关怀服务，把治疗延伸到人文治疗和康复治疗，帮
助患者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毛敏轩
姚学文）今天，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向
星老师开始奔赴涟源山区学校，开
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之旅。据悉，长
沙市从去年开始， 每年选派一批老
师前往“三区”开展支教活动。

据悉，“三区” 指的是边远贫

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今
年湖南省下达给长沙的任务是
274名，包括10个区县市和直属单
位。 今年对口受援区是新邵、武
冈、涟源、慈利、龙山等县市，基本
上实现一个区县市对口支援一个
县。

源于地域，超越地域
走向主流，引领潮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研究》结题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大班额” 成为城市学校
的一大通病，引起各方面担忧。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该
局日前下发《关于严格控制长沙
市中小学起始年级大班额的通
知》，明确将严格控制“大班额”。
《通知》明确，原则上小学班额控
制在每班50人以内、 初中和高中
班额控制在每班55人以内， 不允
许出现超大班额。

《通知》指出，当前中小学“大班
额”现象严重影响教育质量和教育
公平。各中小学今年下半年要严格
控制起始年级班额，不允许出现超
大班额。小学一年级新生采取随机
方式进行平行分班；初中一年级新
生严格按照全市初一新生分班考

试成绩进行平行分班， 不得以学生
获奖、竞赛、各类考级等成绩作为编
班依据。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严禁分
重点班、实验班和特色班。

严控公办学校招收除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和专家引进、 工作调
动、户籍转入、购房等涉及正常转学
以外的外地生源（现代教育实验学
校除外），不允许公办学校到外地招
揽生源。 学校非正常招收的外地学
生，一律不注册学籍。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缪雅琴说，今年下半年，长沙市将
制定出台解决“大班额”三年行动计
划；各区、县（市）教育局开学后要全
面调查辖区内中小学班额情况，制定
“一校一策”的化解措施，力争在三年
内逐步化解。

“出版湘军”
参展北京书博会

长沙严控“大班额”
●小学每班50人，中学每班55人
●将制定出台解决“大班额”三年行动计划

长沙274名教师“三区”支教

新宁6岁小女孩患上“噬血细胞综合征”，爱心
人士纷纷伸出援手———

小妹妹，快点好起来

8月25日上午，无级组的小棋手们在认真比赛。当日，长沙市第四届全民健身节围棋比赛暨第15届
“希望杯”少儿围棋锦标赛在国货陈列馆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明本《医学纲目》
现身浏阳

该书比《本草纲目》早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