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儿童泌尿系统结石展举行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姚家

琦 唐远辉）结石并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儿童泌尿系统
结石已经成为威胁儿童健康的重大隐患。省儿童医院今
天举办了首届儿童泌尿系统结石展，造型各异的奇特石
头吸引了不少孩子和家长。

近年来随着营养状况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转变，以
及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 儿童泌尿系统结石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赵夭望介绍，
泌尿系统结石对身体的危害主要表现为泌尿系梗阻，

继发感染和上皮病变。结石、梗阻和感染互为因果，可
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儿童肾积水或积脓，肾周感染，肾
功能逐渐减退。 完全性梗阻可引起肾功能衰竭甚至恶
变，严重威胁儿童健康。如果孩子出现腹痛、腰痛、血
尿、尿频、尿急、尿痛、排尿不畅等情况时要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时机。一旦发现孩子患有泌尿系统结石，
应及早治疗。同时要通过对结石成分、饮食结构、生活
习惯等因素的综合评估，找出致病因，制定系统、个性
化方案，降低结石复发率。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蒋哲迪）取材真实历史，演绎民国那些
事儿；汇集四海方言，笑料不断；主演来自北
京人艺，个个演技“在线”……今天，由湘籍著
名作家、学者易中天编剧的首部话剧《模范监
狱》全国巡演在长沙启动。

该剧以民国时期国民党提倡的“新生
活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

国民政府决定评选模范监狱并派出1名特
派员前往指导工作， 监狱将罪犯组成学员
班，学员洋相百出，监狱的腐败现象逐渐暴
露。令人费解的是，监狱接连来了3名特派
员，各个形迹可疑。整部剧矛盾重重，险象
环生，悬念不断，舞台呈现却轻松愉快，喜
剧风格鲜明。

易中天说，他从10岁开始看话剧，60年

后才创作第一个剧本， 用10天时间信笔而
就，自称“话剧界年纪最大的新人”。他介
绍，主创团队多次到相关地点采风，深度挖
掘史料，获取真实细节，台词设置和服装设
计都尽力贴近当时的实际，力求使“历史再
现”。

据悉， 该剧将于10月13日至14日在湖南
大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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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
洋桂 见习记者 李杰)今天上午，逸迩阁书院
在石门县易家渡镇开门迎客。 该书院藏书35
万余册，包括全套《四库全书》《湖湘文库》等。
据前来参加书院开张仪式的北京大学文化资
源研究中心主任龚鹏程教授介绍， 这是目前
国内藏书规模最大的民间公益书院。

逸迩阁书院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投资
3000多万元，可同时接待300多名读者。书院
建筑外观古朴、 徽派风格， 馆内服务功能齐

全，设有外借区、留守儿童阅读区、残疾人士
阅读区和宗教文化、学术探源等专区。书院藏
有珍贵的《大藏经》《道藏》等典籍，还藏有地
方志1.5万册、 湖湘荆楚文化书籍5000余种、
世界学术著作5000多本。 另有期刊5万多册、
器具1000余种。

该书院由当地人高金平、易琴夫妇与
其家族长辈高德宝、 易先富等共同创办。
房屋及设施等由家族企业无偿投入，而书
籍主要为高金平个人藏书。曾任常德市委

党校副校长的高金平说，感谢国家的好政
策， 他父辈在改革开放后率先发家致富，
为石门县最早的“万元户”，其家族企业越
做越大。他从小酷爱读书 、藏书 ，日积月
累，40多年来收藏了30余万册。 原想建一
个私人图书楼 ，后觉得这样太狭隘 ，应建
一个全开放 、纯公益的公共图书馆 ，以倡
导读书。书院以“收书 、藏书 、著书 、品书 ”
“收藏、探究 、传播 、交流 ”为宗旨 ，不求闻
达在今时，但愿传承于永久。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10月8日，数十位参加“湘江智谷 驱动未
来”湖南·德国经贸合作对接会的德国智能制
造、 智能网联汽车等相关领域的企业和商会
代表，走进湖南湘江新区，访企业、看项目，感
受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助推双边经
贸与投资合作。

“今天，我们来体验新区无人驾驶公交。”
当天上午9时30分许，在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系
统测试区，德国客商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登上
了由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无人驾驶公交。

当驾驶员按下启动按钮， 车辆便开始平
稳起步、均匀加速、自动转弯、自主变道，而驾
驶员却始终没有触碰方向盘、油门和刹车。

“我要去监视这位司机，他不会作弊吧？”
德国北威州德中经济交流协会执行会长克里
斯蒂安·勃兰特饶有兴致地从座位上起身，走
到驾驶员身边仔细打量。

“客车所有‘动作’都会通过传感系统和
智能操作系统自动完成， 而动态数据都将实
时体现在驾驶室前的电脑屏幕上。”中车时代
工作人员介绍。不少客商举起手机开启“直播
模式”，一时间车厢内按下快门的“咔嚓”声不
断。

这个开园仅不到4个月的智能系统测试
区，烙上了三项“第一”：国内目前已投入运营
的封闭式测试区中， 是测试场景复杂程度最
高、测试道路总里程最长、研发办公配套最齐
全的智能网联测试区。

“车辆行驶非常平稳，新区智造，Amaz-
ing！” 德国BioHeat公司合伙人兰古·卡布兹
第一次乘坐无人驾驶公交， 全程录制了车辆
行驶过程后感慨道， 非常感激湖南湘江新区
带他感受和触摸这一切， 作为德国先进的空
调制造企业，BioHeat公司技术领先、 绿色节
能，真诚地希望在新区找到生产、研发伙伴。

“汽车的历史走过了上百年，是工业文明
的骄傲。 现在汽车正在进入无人驾驶的智能

时代，产业格局可能彻底改变。希望德国技术
能为中国市场服务。”在参观了智能系统测试
区的软硬件设施和一系列智能驾驶产品后，
德国客商纷纷表示，两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
新区智能制造实力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愿意
加强与新区的合作，特别是为双方在数字化、
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
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

当天， 德国客商还考察了长沙卓伯根中
国区总部、 远大住工和中联重科等智能制造
企业。

今年以来，湖南湘江新区紧紧围绕高质
量发展要求，以“产业项目建设年”为主抓
手，着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加快构建
先进储能材料、高端装备与人工智能、基因
工程和生命技术、 信息终端、3D打印和工业
机器人等5大高端制造业以及移动互联网、
现代金融、文化旅游等3大现代服务业“5+3”
产业格局。1至9月， 已完成重大项目投资
1048.42亿元。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吴俊莹）“十一”刚过，张家界市的
市民便惊喜地发现， 以前需要分别到政务
中心开单、 再到银行柜台缴款的行政缴费
事项， 现在只需在政务中心扫描“智慧政
务”平台的二维码就能办结，省时又省力。
这是农行张家界分行在为张家界市旅游、
商圈、教育等领域打造“智能化”服
务之后，推出的又一项便民服务。

以往，张家界市政府职能部门
在行政收款环节大多采用开单后
再让市民去银行柜台缴款的方式，
市民办一项需要缴费的行政事项，
至少要跑政务中心和银行柜台两
个地方，费时费力。

“智慧政务”是农行张家界分
行为张家界市各行政职能部门量
身定制的“智慧支付平台”， 将工
商、卫生、食药等全市33家行政单

位聚合起来，按照“一个窗口受理、一个窗
口收费、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的运行
机制，统一对外办公。办事市民在收到行政
部门开具的单据后，只需用手机“扫一扫”
农行张家界分行提供的支付平台二维码，
就可完成缴款等流程，节约了办事成本，缩
短了办事时间。

石门建成国内最大民间公益书院
藏书35万余册

“新区智造，Amazing!”
———德国客商聚焦湖南湘江新区智能制造

湖南日报 10 月 10 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宋铁山）最近一段，设在益阳长春
工业园的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喜事
连连：8 月，公司智能制造装配生产基地项
目奠基；9 月，正式通过证监会 IPO 首发事
项审核，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专门从
事精密数控机床设备研发、设计、生产和销
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今年我省第 3 家成
功过会的企业，将成为益阳市第 6 家 A 股
主板上市企业。目前，益阳市 A 股上市企
业数居全省第四位。

益阳是传统农业大市， 工业基础薄
弱。为此，该市把推动优质企业上市、从
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作为补短板、

强弱项的一个重要举措。 先后出台了加
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文
件， 从服务等方面为企业上市营造良好
环境；对进入辅导期的拟上市企业，市、
县两级金融办积极协调银行、 财政等部
门单位，提供跟踪指导和服务；还邀请券
商中介机构、知名股权投资机构和工商、
税务等部门， 到重点拟上市企业进行一
对一指导。目前，该市有 10 家企业纳入
了省级重点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

益阳已上市企业都是在本土发展壮大
的，家乡情结浓厚，为推动家乡经济发展不
遗余力。 上市企业艾华集团在做好主业的
基础上， 还以参股等方式与多家本土企业
合作，共同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益阳推动企业上市做强实体经济
目前有10家企业纳入省级重点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通讯员 王倩
记者 易禹琳）今天下午，由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主办、 湖南公益电影传媒中心承办的
湖湘经典戏曲电影展映月活动在长沙召开
工作布置会议，计划从本月起，将8部经典
戏曲电影在全省集中展映一个月。

自2012年以来，湖南公益电影传媒中
心在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始实施“湖南农村
电影地方戏曲工程”， 先后拍摄了8部湖南
经典戏曲电影， 包括花鼓戏电影《五女拜
寿》《老表轶事》《儿大女大》，祁剧电影《李
三娘》《王化买父》， 常德汉剧电影《孟姜

女》，湘剧电影《赵子龙计取桂阳》《李贞还
乡》等。

为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弘扬推广优秀的传统文化， 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将
在本月开展湖湘经典戏曲电影展映月活
动，将已拍摄完成的8部戏曲电影，利用
湖南农村电影放映平台， 实现戏曲电影
的“四进”———进广场、进学校、进社区、
进乡村，在全省集中展映1个月，之后持
续1年，共计放映8万余场。据悉，该活动
获得了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专项资金。

8部经典戏曲电影将集中展映

易中天首部话剧《模范监狱》全国巡演长沙启动

农行张家界分行“智慧政务”平台让群众少跑路
33家行政单位缴费只需“扫一扫”

开展质量
安全检查

10月10日，通道侗族
自治县质监执法人员在
一家食品厂进行食品质
量安全检查。 连日来，该
县开展以“加强市场监
管，建设质量强县”为主
题的产品质量安全隐患
排查， 营造崇尚质量、关
注质量、共建质量的良好
氛围。

刘强 曾雪芩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苏莉）
记者今天从主办方获悉， 第二届旺旺孝亲
奖词曲创作大赛获奖名单出炉，作品《老宝
贝》获得社会组金奖，作品《穷孩子的母亲
节》获得学生组金奖。

第二届旺旺孝亲奖词曲创作大赛由
旺旺集团主办，40余家海内外主流媒体协
办。据悉，本届大赛吸引了世界华人共计
万人参赛报名，本届作品无论在社会组还

是学生组之中，都不乏具有专业实力的作
品参赛，竞争相当激烈。最终，音乐达人的
《老宝贝》、王尚恩的《妈妈》、李煊乐的《外
婆的十万个为什么》，分获社会组金、银、
铜奖，黄信豪的《穷孩子的母亲节》、曾筠
芯的《放在心上》、王嘉成的《爸爸的肩》、
EVELYN的《心愿》分获学生组金、银、铜
奖。主办方将于17日在上海神旺大饭店举
行颁奖典礼。

从万余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旺旺孝亲奖优秀词曲作品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