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当前北半球进入
流感高发阶段。北美、欧洲等地的流感病例数
量明显增多。

我国也成今年冬季流感“重灾区”之一。中
国国家流感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第52
周，我国南、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仍均处于冬季
流行高峰水平，且仍呈现上升趋势。流感病毒
检测阳性率已达往年高峰水平。

“此次流感大流行是由于多重因素叠加导

致的。”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
雅辉就我国流感流行情况介绍说。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 目前检测到
的主要流感病毒为一种乙型病毒， 而这一优势毒
株已有多年未成为优势毒株。“这种乙型病毒多年
在人群中传播感染人数较少， 整个人群对它的免
疫力低，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在人群中造成传播发
病人数大量增加。”气候、气温、人员流动等其他因
素也使这次流感暴发“雪上加霜”。

� � � �多地儿科门诊专家认为，其实约有六成就
诊患儿得的是普通感冒， 无需到大医院看急
诊，但有的家长看到孩子病情来势凶猛，往往
就慌了神，总想着在大医院看过才放心，这无
形中占用了过多急诊资源。

早在2005年，我国就建立了医疗机构发热
病人预检分诊制度，目的是及时发现并分检出
重特大的传染病病人，特别是呼吸道传染病病

人，排除传染病的普通发热患者可留在基层进
行常规诊断和治疗。

此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诊治力量不
足也是一些地区患者“扎堆”大医院的主要原因之
一。为让基层医疗机构加大收治病患的能力，国家
卫计委正重点培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掌
握诊疗知识和工作流程，提高对流感病例的早期识
别、早期抗病毒治疗的意识和能力，减少重症发生。

� � � � 流感如何科学预防？冯子健说，在流行的
高峰季节老年人要尽量减少到公共场所活动，
减少人员接触。注意勤洗手等其他个人卫生措
施。如果要到公共场所活动，特别是高危人群，
要戴口罩，这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措施。冯
子健说，老人、孩子、孕妇、慢性病患者要优先
接种疫苗，以保护这些高危人群。

得了流感用什么药？焦雅辉表示，当前对

于普通流感的治疗有口服药物奥司他韦（达
菲），还有扎那米韦吸入粉雾剂，这两年我国又
研制成功了对于重症流感患者使用的、可以静
脉治疗的帕拉米韦。

针对有群众反映的部分地区抗病毒药物短
缺问题，焦雅辉表示，为保障奥司他韦、扎那米韦
等抗流感病毒药物供应充足，各地将为医疗机构
开启临时采购通道，保证抗病毒药物及时足量供
应。国家层面会加强后续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

� � � � 中国疾控中心流感监测情况显
示，当前，我国南、北方省份均处于季
节性流感的流行高峰，流感活动的总
体水平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且仍可能
会继续流行一段时间。这波流感“阻
击战”何时了？

监测数据显示，各地区流行高峰
和流行持续时间存在差异，部分地区
已呈现流行水平上升趋势减缓的迹
象。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专家王大燕表示，预计流感活动高峰
还将持续一段时间，1月中下旬，流感
活动水平预计会达到峰值。随着学校
和幼托机构寒假的来临，流感活动水
平将逐渐下降。

“流感会呈现周期性波动特征，
因为多种毒株的循环每年不一样。”
专家预计，今年乙型Yamagata系毒株
流行之后，到下一个流行季节可能不
会再成为优势毒株。

“疫苗接种是降低流感发病率和
死亡率的最主要
干预手段。” 世界
卫生组织“全球流
感规划”主任张文
庆建议， 老年人、
儿童、孕妇、慢性
病患者和医务人
员等流感高危人
群应及时接种流
感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
1月10日电）

泸溪精准施策加大投入

教育扶贫硕果累累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记者

龙文泱）“感谢县学生资助中心， 每年给我减免
1600元学费和全部书费， 还资助2000元生活
费，让我有机会考大学，改变命运。 ”1月10日，泸
溪县第五中学高三学生李玉燕激动地说。 这是
泸溪县教育扶贫的一个小镜头。 近年来，该县全
面实施“教育扶贫、精准施教、强势推进”方略，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教育脱贫攻坚。

教育帮扶让每一个孩子有学上。去年，该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学前至高中阶段15年免
费教育全面落实，学前教育、小学、中学、职业教
育4个阶段， 每个学生每年补助1000元至2500
元；通过实施教师结对贫困生、城镇学校结对农
村薄弱学校、干群结对等，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1+1”帮扶全覆盖。

“爱心工程”温暖贫困生。 该县教体局实行
“四包”结对帮扶机制，建立了“爱心之家”34个，
使留守儿童身有人护、学有人教、难有人帮。

项目建设改善教学环境，让农村教师没有后
顾之忧。近3年，该县先后投资5亿元，通过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建设、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
造、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等项
目，新建和扩容城镇学校5所、新增学位3000多
个，建成农村标准化学校66所。 在全国率先实施

“用待遇留人、安心农村、教得好书”举措，解决了
900多名农村教师“住房难”的问题；县财政每年
安排农村教师生活补贴1400多万元。 目前，该县
农村教师月均工资4800多元。

免费培训帮助就业。 职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人均月薪4000元以上；通过“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免费对21000名贫困群众实施“订单
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带动农民创收1.6亿
元，实现了“培训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户”。

2017年，该县高考应届本科上线率、本科
上线万人比位居自治州第一， 获评全国中小
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全省国培项目
县、全省百佳学生资助工作典型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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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周闯 记者
胡宇芬）今天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2017年湖
南知识产权十大热点事情榜单正式发布，这
是湖南第二年发布该榜单。

榜单涵盖了宏观政策、 创新做法和重要
成果等内容。 排在前三位的是：湖南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
长沙率先在省会城市实现知识产权管理“三
权合一”和“专利扶贫”让新生村走向新生活。
《关于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实施意
见》的出台，为湖南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明

晰了目标和方向；长沙市知识产权管理“三权
合一”， 率先在全国首批6个试点地区取得突
破， 知识产权将成为长沙创新驱动发展的新
引擎；专利产业化扶贫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则
探索了扶贫工作的新模式。

《国之利器》世界知识产权日开播、湖南
19项专利获中国专利奖“国字号金牌专利库”
再添3金、中国(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
成立三大事件也“榜上有名”。 值得一提的是，
《国之利器》是由湖南省知识产权局策划出品
的中国首部知识产权专题纪录片， 开播后反

响强烈；在专利奖方面，湖南也是继2016年连
续2年摘得3项中国专利金奖； 已经试运行的
中国（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长沙智能
制造装备产业开辟了专利审查和保护的绿色
通道。

其他上榜的热点事件包括： 湖南省重点
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揭牌、 湖南省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2017年“知识产
权走基层服务经济万里行” 首站活动在湖南
启幕、《“一带一路”背景下泛珠三角区域知识
产权合作协议》成功签署。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张觅 记者
左丹 ）近日，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人选公示，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教授、
湖南中医药大学常小荣教授、 湖南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朱双华教授入选国家“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常小荣教授， 博士生
导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针灸
推拿学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及学术带头
人，湖南省针灸学会会长。曾获湖南省教学
名师、 湖南省优秀研究生指导老师等多项
荣誉称号。 常小荣教授1978年毕业于湖南
中医学院医疗本科专业， 毕业后留校任教

至今。 她曾被评为2012年湖南十大教育新
闻人物之一，被称为“立德树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学教授”。 她认为，教
师要甘为人梯，要“让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
上”。 2016年，常小荣教授获评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根据《关于开展2017年国家“千人计
划”“万人计划” 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中
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安排， 中央宣传
部、教育部、科技部组织专家，从相关人才
计划中层层选拔， 最终遴选推荐了197名
教学名师，并于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
1月8日进行了全国公示。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
讯员 杨阳） 记者今天在电影《一个人的课
堂》首映发布会上获悉，这部由湖南人导演，
在美国获奖，中国首部关注留守儿童和乡村
代课老师的电影终于定档，1月16日将在全
国院线上映了!今天下午，在长沙梅溪书院，
导演李军林和主演孙海英及出品方与湘商
代表座谈关爱乡村教师和留守儿童话题。

据悉，《一个人的课堂》 讲述了一位普
通乡村教师宋文化，在山区小学代课30余
载，培养出众多优秀学生，但随着农村人口
涌向城市， 学校生源最终只剩下与奶奶相
依为命的明明， 宋文化拒绝城市高薪的工

作，陪伴明明读书、成长的感人故事。 电影
2013年拍摄， 老戏骨孙海英自降片酬出
演，2016年电影在第49届休斯顿国际电影
节91个国家40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斩
获最佳外语片奖。 著名学者于建嵘看完全
片，评价电影是为“教师里的农民工”书写
出的平民史诗。

发布会上，青年导演李军林透露，自己
因是乡村代课老师培养，所以想用电影为这
个群体立传， 而出品方王治伟同为湖南人，
偶然看了电影后非常感动，再投资促成全国
公映，使《一个人的课堂》改变了像很多小成
本电影获奖后只能被少数人看到的命运。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袁绍成 罗志辉 孙建文）昨天下午，国家
艺术基金项目“花鼓戏声腔表演人才培养”结
业汇报展演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实验剧院举
行，学员们奉献了合唱《花鼓咏叹》、男声表演
唱《中秋调》等13个精彩节目，让现场500余
名观众感受到了花鼓戏的无穷魅力。

花鼓戏从一种传唱于田间地头的民间
曲艺，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创新，逐步成
为湖湘戏曲的重要代表， 但表演人才严重
匮乏。针对这种状况，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副

院长周文清主持成功申报“花鼓戏声腔表
演人才培养”为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艺
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并开办了为期近两
月“花鼓戏声腔表演人才培养”培训班。 此
次培训班学员共40人，从全国报名者中遴
选而出。培训内容包括集中授课、实习实训
及结业汇报等， 并邀请了著名歌唱家王丽
达等专家开展讲座， 对于进一步提升青年
花鼓戏演员演唱功底和理论素养、 让花鼓
戏表演后继有人以及传承、 保护地方特色
的民族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杨思宇）昨天，“追寻历史的足迹系
列”之“湘博杯”长沙市中学生图说传统文
化演讲比赛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 24名优秀选手依
次上台演讲，演讲主题新颖、内容翔实、逻
辑严谨，同时，结合了音乐、舞蹈、情景剧等
多种表现形式， 把传统文化演绎得青春洋
溢。 经过激烈角逐，明德中学杨天源的《举

世皆浊我独清———屈原，民族精神》、湖南
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杨宜的《光与影的
岁月赞歌———皮影文化》获得最高分。

“追寻历史的足迹”中学生系列主题大
赛， 是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合作开展的常规性系列教育活动之一，已
成功举办6届，吸引数万名师生参与。 大赛
每年根据时事热点、 学科动向选取不同的
主题，考察参赛作品的知识准确性、内容创
新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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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湖南知识产权
十大热点事件榜单发布

湖南高校三位教师入选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电影《一个人的课堂》16日全国公映

培训花鼓戏声腔表演人才

学子生动图说传统文化

� � � �1月11日，长沙市雨花非遗馆，市民体验传统民俗打糍粑。 雨花非遗馆集非遗
展示、教学、表演、交易于一体，不定期举行非遗活动和公益体验课，让非遗走进更
多人的生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非遗传承

� � � �家里孩子感冒上医院却发现人满为患， 一上地铁就发现咳嗽流涕声不绝于
耳……当前正值冬季，空气干燥，是流感高发季节，而今冬的流感更让人们感觉与
往年不一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专家指出， 今年冬季我国整体的流感流行水平明显高
于往年，是近几年来流感流行最为严重的一次，且仍可能继续流行一段时间。如果出现
持续高热、伴有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等重症倾向，应及时就诊。普通感冒一般体温不超过
38度，没有高热，也不觉得肌肉酸痛，可在家休息或对症治疗。

抵抗流感，专家支招

大医院挂不上号？
专家：没有高热可先在家休息

� � � � 【案例】 记者在医院采访发现， 一些
家长由于担心， 孩子一发烧就着急去三甲
医院挂急诊， 导致一些三甲医院儿科急诊

量剧增， 往往排好几个小时队才
能就诊。

【解读】 急诊通道应该优先让
给急症患者使用。 流感和普通感冒
是有区别的。 流感多由甲型或乙型
流感病毒引发 ，与季节相关 ，北半
球通常在每年10月至次年5月间流
行，2月为高峰。 流感的全身症状出
现较快，比普通感冒重。 一般出现

突发高热、咳嗽、寒颤、严重的疼痛或胸部

不适，还可能引发严重健康问题，如肺炎、
细菌感染等并发症。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2
岁以下婴幼儿），易于发生严重并发症。 因
而一旦出现持续高热、伴有剧烈咳嗽、呼吸
困难、神志改变、严重呕吐与腹泻等重症倾
向，应及时就诊，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病
毒药物。

而普通感冒与季节无关， 全年均可发
病， 症状包括打喷嚏、 流鼻涕， 很少发热
和寒颤， 乏力症状不明显， 通常不引起严
重的健康问题。 没有高热， 也不觉得肌肉
酸痛， 可在家休息或对症治疗。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 � � � 【案例】一些患者反映，此次流感病程
漫长，迟迟不见好转，有民众质疑流感病毒
出现了变种。

【解读】今年我国整体的流感流行水平

明显高于往年， 是近几年来流感流行最为
严重的一次。我国流感病毒监测结果显示，
今年流行的流感病毒未发现影响流感病毒
传播力、疾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变异。

病毒是否发现新变种？
专家：未发现影响疾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变异

� � � � 【案例 】记者了解到，广东省近期流
感集中暴发场所都在学校， 且以小学为
主，其中广州天河区一小学流感暴发，最
多的一个班级就有近20人疑似感染流
感。

【解读】幼儿园、 学校要落实晨午检制

度， 出现聚集性疫情时， 学校应尽早对患
儿采取隔离措施， 建议患儿居家休息， 避
免其与班级内其他同学接触， 减少疾病传
播。 当家长带有流感症状的患儿去医院就
诊时， 应同时做好患儿及自身的防护 （如
戴口罩）， 避免交叉感染。

班级集体流感中招？
专家：幼儿园、学校要落实晨午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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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汹汹”几时休
———权威专家解读今冬流感四大疑问

� � � �入冬以来，我国多地流感呈高发态势，有的学校班级停课。今冬的流感真的更“流行”
吗？这波流感如何防治？“流感季”什么时候会结束？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流感为何这样重
今冬流行一种乙型毒株1

家门口看病靠谱吗
预检分诊、强健基层双管齐下2

重点人群如何防
“口罩君”和抗病毒药一个不能少3

4 “流感季”几时休
疫情随寒假来临而趋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