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关注感冒清片（胶囊）的用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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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张光柱，男，1964年8月出生，从事农村义

务教育工作38年。 现为龙山县石牌镇初级中
学教师。

【故事】
龙山方言有一个词，叫“怪搞”。指的是那

些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很多时候，家长
管不住。交给学校管，也不一定管得住。

张光柱任教38年，这种“怪搞”孩子接触
了不少。他管住了，管得好，管得家长放心，管
得“怪搞”孩子服气。

他有什么绝招吗？ 6月29日，记者来到龙
山县石牌镇初级中学采访。 张光柱说：“总结
起来就是8个字‘投其所好，因势利导’。”

在人们的印象中，“怪搞”孩子都有点“坏”，
还有什么“好”可“投”？张光柱却不这么看。他
说：“其实，‘怪搞'孩子大都比较聪明， 脑壳灵
泛，只是这种聪明使得不是地方，使歪了。”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张光柱用“8
字方法”成功转化的。

现在龙山县水田镇政府工作的吴小斌
（化名），13年前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怪搞”
孩子。吴小斌不爱读书，玩麻将“花样百出”，
玩游戏也是“好手”。在龙山县二中读初一、初
二时，一门心思“怪搞”。玩麻将，玩到了学校
体育馆，点起蜡烛也要玩。玩电游，玩得县城
里所有的电游老板都“怕”了。因为吴小斌玩
电游，不但不要掏钱，还能赢老板的钱。“电游

高手”在县城没有了“根据地”，就跑到偏远的
乡下玩。父母管不了，还被儿子气得够呛。吴
小斌竟然对父母说：“我反正不想读书。 你们
别浪费钱了，留着自己养老吧。”

这样的一个“怪搞”孩子，被送到了张光柱的
班上读初三。张光柱不嫌弃，收了。张光柱心平气
和地劝吴小斌：“会玩，说明你聪明，脑壳好使。如
果你使点劲在学习上面，我相信你肯定也行。”张
光柱单独辅导吴小斌，一连10天不间断，吴小斌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10天后， 进校前数学只考了
47分的吴小斌考了个及格，跟上了班。期末考试
得了98分，成了班上第一。张光柱“狠狠”地表扬
了吴小斌一把。“怪搞”孩子转了向。后来，吴小斌
在全国中学数学联赛中考了龙山第一。 后来，他
考上了军校，当了兵，转业后又考上了公务员。

吴小斌的母亲张明慧说：“张老师确实有一
套。他善于发现‘怪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从不

盯着缺点不放。一味地责怪孩子，打骂孩子，没
有效果。我们父母没有做好的，张老师做好了。”

被张光柱成功“转化”的“怪搞”孩子，何
止是吴小斌。

在石牌镇初级中学，一个星期打了3架、被
一个班“移送” 到张光柱这个班的肖林林（化
名），被张光柱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喜欢打篮球。正好！教数学、物理、历史课顶
呱呱的张光柱，打篮球也是强项。张光柱主动跟
肖林林“套近乎”，一起打篮球，交朋友，先让这
个“怪搞”孩子“佩服”。张光柱对他说：“学习比
打篮球更重要。学习好了，打篮球更有劲嘛。”肖
林林有了敬畏感，很听话。1年后，肖林林以石牌
镇初级中学中考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县城中
学，还考上了大学，现在银行工作。

肖林林的父亲肖昌兴说：“儿子佩服张老
师，我也佩服。一个好老师，就能带出好学生。”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张光柱：

“怪搞”孩子变了样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朝辉）今晚，国家艺术基金2018
年度资助项目———新编京剧《梅花簪》在湖
南戏曲演出中心首演。

《梅花簪》由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
创作，以朝代更迭、民族矛盾激化的清朝顺
治二年为背景，讲述了明朝将军之子李良川
与清朝德亲王之女梅花格格两个不同民族、
不同立场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揭示
了傲慢与偏见必然带来反击与抵抗，尊重与
平等才能换来和谐共生的主题思想。

该剧汇集了国内一流的主创团队：上
海剧本创作中心编剧高源为编剧， 山东京
剧院国家一级导演白云明为导演， 北京京
剧院国家一级作曲朱绍玉为作曲编腔，著
名服装造型设计师王玲为服装设计， 大连

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凌珂、 湖南省京剧保
护传承中心国家一级演员张璇分别担纲男
女一号。

该剧在表演、唱腔和舞美设计上都有创
新。在表演上，结合现代审美观念，采取了边
舞边唱或以舞代唱的形式。其中，为梅花格
格设计的马舞反映了满族女孩豪爽的个性，
开场的梅花舞则为全剧营造了唯美的意境。
担任作曲编腔的朱绍玉新创作了四平调快
二六和四平调的快板。他介绍，这两个板式
在中国戏曲史上是第一次出现。舞美设计则
改变了大型道具不能移动的传统，剧中道具
如花坛、桌子等可以随演员移动，增加了表
演的灵活性。

据悉， 该剧还将在7月12日、14日、15
日、17日、18日上演5场。

新编京剧《梅花簪》首演

（2018年5-6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马克思在中国》
顾海良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用18个专题以时间为主线串联起马克思

的生平、著作、思想及其对近现代中国发展进
程全方位的影响， 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脉络和最新成果，多角度地展示过去、现
在和未来， 马克思这位伟大思想家对中国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推荐语：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彰显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历程同行的理论魅力和思想力量。

《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
[美 ] 玛丽·加里布埃尔 著 朱艳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搜集了马克思一家及其朋友们60多年间的

通信和新发现的可靠档案资料，生动描述了马克
思一家与恩格斯等战友鲜为人知的故事，时空跨
度从1835年马克思和爱人燕妮拉开恋爱序曲写
到1911年爱女劳拉及其丈夫拉法格自杀离世，揭
示出爱情、亲情和战友情是成就马克思为人类解
放伟大壮丽事业不懈奋斗一生的支撑力量。

推荐语：为读者立体、深层次地了解马克
思及其思想精髓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半夏河》
申赋渔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以“少年大鱼儿”的视角，讲述申村的人文掌

故、乡邻之情和渐渐消失的乡风乡俗。25段往日故
事，串连起对中国乡村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
的珍贵记忆，意在表达“人需要靠着记忆的美好
来对抗粗糙的现实、焦灼的心绪和纠结的情感”。

推荐语：申赋渔继《匠人》后思故乡风土
人事， 追索生命的来处。 朱赢椿担纲书籍装
帧，系呈现简约质朴、适宜翻阅的“水之书”。

《亲历者说“氢弹研制”》
刘西尧、方正知、李德元等口述 侯艺兵

访问整理 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整理汇集36位亲历者、创造者的忆述，以口述

史的方式首次完整再现了我国独立自主研制第一
颗氢弹的真实历程，结合有关档案和珍贵照片，梳
理出一幅清晰的从氢弹理论设计、 核材料研制攻
关，到氢弹核爆试验和有关测试的路线图。

推荐语： 一部向半世纪前我国首颗氢弹研
制历史以及全体参与者致敬的图书， 真实还原
了国防科技史上一段艰辛而光辉的历史， 呈现
出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不畏艰险、 勇攀高峰的科
学精神以及忠诚报国、做民族脊梁的赤子情怀。

《我们为什么要呼救》
李西闽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汶川大地震幸存者李西闽讲述三个人震后

挣扎求生、战胜心理与身体伤痛的故事：作家“李
西闽” 在震后多次无法忍受身体疼痛与内心恐
惧，试图自杀，但不忍抛弃妻女，也不愿向恐惧认
输；摄影师苏青眼见一对新人在自己面前瞬间消
殒，总试图弥补内心的愧疚；当地农妇李翠花无
法走出丧子之痛，却也努力想要一个新的生命。

推荐语：本书为汶川大地震十周年而写。
献给大地震中痛失所爱的人， 献给在灰暗时
刻仍热爱生活的人。

《穿越时空的价值印记———国学经典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董龙云、杨雨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本书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精选与

之相关联的“蕴涵着民族最根本的价值基因”
的国学经典古诗文， 旨在促进传承国学经典
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合 ，突
出思想性、学术性、趣味性和实用性 ，达到古
为今用、以文化人、文化立人的目的。

推荐语：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时代价值， 引导读者透过历久弥新的
国学经典通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来
源，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陈沐） 记者今天从联合利国文交所获
悉，荣宝斋（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将于7月
15日在长沙温德姆豪廷大酒店举槌，7月13
日至14日将举行预展。这是全国一线拍卖品
牌首次入湘。

据介绍，此次拍卖共有拍品600余件，包
括中国书画与文玩清韵两个专场。

中国书画专场汇集了我国古代及近现

代著名画家的经典作品近400件， 包括齐白
石、黄永玉、李可染、何绍基等大批名家的字
画。齐白石的书画作品共有6幅，其中《双寿
图》《荷花蜻蜓图》均有大拍记录和出版著录。

文玩清韵专场有拍品210余件，大多数
是来自各地文物商店的旧藏， 或带有文物
商店旧标或火漆。其中，清朝道光年间的一
对松石地缠枝莲赏瓶， 松石彩地主题图案
为吉庆有余，画工精细工整；清朝雍正年间
的郎红内暗刻双龙戏碗造型秀美， 釉质纯
净无瑕，色彩亮丽匀净；铜鎏金金刚萨埵佛
像体态挺拔优美、面相丰圆，鎏金饱满，无
论是从造型特征，还是保存完整度来看，皆
属精品。

湘版好书榜

长沙春拍将于7月15日举行

� � � � 左宗棠———《书法
七言联》。

7月11日晚，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新编京剧《梅花簪》在湖南戏曲演
出中心首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6月 29日，
张光柱在指导
学生进行物理
实验。
湖南日报记者

何国庆 摄

感冒清片（胶囊）为中西药复方制剂，
由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盐酸吗
啉胍3种化药成分及南板蓝根、 大青叶、金
盏银盘、岗梅、山芝麻、穿心莲叶6味中药组
方而成。功能主治为：疏风解表，清热解毒。
用于风热感冒，发烧，头痛，鼻塞流涕，喷
嚏，咽喉肿痛，全身酸痛等症。2004年1月1
日至2014年12月31日，国家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系统数据库共收到感冒清片（胶囊）致
血尿不良反应报告98例， 占总报告数的
3.6%，涉及片剂的血尿报告占总报告数的
比例（10.1%）大于胶囊剂（1.3%），原因可
能在于片剂起始剂量较胶囊剂高50%。且
数据分析显示， 合并用药的不良反应中严
重病例所占比例（11.9%） 大于单独用药

（2.0%）。
广大医务人员及患者在使用感冒清片

（胶囊）前，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注意其
血尿不良反应风险， 并尽量避免与含有对
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盐酸吗啉胍
等成分的药品联合使用。

中西药复方制剂成分复杂， 除中药外
尚含有一种或多种其他成分。如化药成分，
临床使用中易忽略其安全性问题， 包括化
药成分引起的不良反应； 或与含有相同成
分或功效类似的药品联合使用， 易造成组
方成分超剂量使用或引起毒性协同作用，
增加了用药风险。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