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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陈薇） 今
天， “民间收藏家向国有博物馆捐赠革命文
物仪式” 在长沙举行。 作为第20届湖南文物
国际博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在此次捐赠仪
式上， 有来自省内的10名藏家， 以及湖南省
九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爱晚亭红色
文化交流中心两家单位， 共捐赠包括党史文
物、 抗战文物、 雷锋文物、 社建文物等革命
文物68件 （套）。 这些文物具有较高的史料、
收藏价值， 分别被湖南省博物馆、 韶山毛泽

东同志纪念馆、 湖南党史陈列馆、 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岳阳县博物馆、
中共平江县委旧址管理处等单位收藏。

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已查明
的分布在三湘大地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达
2000余处， 收藏在博物馆和纪念馆的可移动
革命文物藏品达55余万件 （套）。 近年来，
省文物交流鉴定中心 （省文物总店） 充分利
用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这个平台， 创新渠
道， 多方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文物事业

发展， 取得了良好成效。
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由省文化厅、 省文

物局主办。 据介绍， 第20届湖南文物国际博
览会将有来自国内外的3000余名参展商、 5
万余名收藏爱好者参与。 除了举办今天的捐
赠活动外， 10月12日至14日还将举办全国文
物交流会。 届时， 将有来自全国的30余家国
有文物商店携带“压箱底” 文物来湘。 作为
东道主， 在此次交流会上省文物总店也将投
放2000件老库存。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易禹琳）记
者今天从省有关部门获悉，2018“猎豹汽车”
杯首届中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暨第
九届亚洲机器人锦标赛VEX中国选拔赛将于
10月18日至21日在永州市举行，全国400多支
优秀赛队2000多名选手参赛。 大赛由亚洲机

器人联盟、永州市人民政府、湖南广播电视台
共同主办。

据悉， 本届亚洲机器人锦标赛VEX中国
选拔赛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发展最
新成果，设有机器人大赛、论坛以及机器人嘉
年华游戏互动等几大内容板块， 获得优胜的

赛队将会获得晋级参加2018-2019赛季美国
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的资格。

据亚洲机器人联盟主席梁钟铭介绍，
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2007年创办于美国，
从2010年到2017年， 亚洲机器人锦标赛中国
选拔赛已在佛山、济南、深圳、西安、珠海等城
市成功举办了八届。 本届大赛落户历史文化
名城永州，源于永州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大力发展智能科技产业。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通讯员 美红） 学
习的边界不限于课堂， 学习的内容不限于书本。
日前， 长沙市梅溪湖桃花岭村迎来了一批来自
周南中学的小客人,这是该校的学生在这里举行
社会实践活动。

桃花岭村的集梦园度假村， 一栋栋楼房屹
立在半山腰， 俨然世外桃源， 村后的山坡上种
满了橘树， 挂满了黄澄澄的橘子。 同学们主动
帮助村民摘橘子， 搬橘子， 人人忙得满头大汗。

接着，同学们分成3组进行了篮球、排球、象
棋、桌球、击鼓颠球、真人CS、唱歌等比赛。 中午，

同学们以组为单位进行自做中餐的比赛，大家涌
进一间有6个灶台的宽大厨房里，拿出事先准备
好的菜，选的选，洗的洗，切的切，炒的炒，一幅忙
碌热闹的场景展现在眼前。 不一会儿，3桌香喷
喷的饭菜端到了桌上，看着自己亲手做出的美味
佳肴，同学们吃得格外欢乐。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增强劳动观念， 检验学生实践能力。 该校
K1812班的学生小张兴奋地告诉笔者， “用自
己的双手和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太美妙了， 劳
动的过程也让人快乐。”

� � � � 湖 南 日 报 10月 11日 讯 （记 者 龙 文 泱
通讯员 羊漾 杨庆怀） 今天， 在第六届湖南艺
术节湖南文化创意产品成果展上， 湖南图书馆
启动“难得湖图” IP创意征集活动， 面向社会
各界公开征集相关IP创意， 单项奖奖金最高达
4万元。

本次活动由湖南图书馆主办， 今年10月至
2019年2月， 征集“难得湖图” 故事IP创意类、

形象IP设计类、 产品IP构建及设计类和文创品
牌、 运营、 服务创新体系方案类4类IP创意。

活动设置了金湖图奖3名、 银湖图奖2名、铜
湖图奖3名、优胜奖15名,奖金累计达15万元。 除
了奖金，获奖者将获得产品销售分成及湖南图书
馆文创商店入驻资格。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湖南图书馆官方网
站http://www.library.hn.cn了解具体情况。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贺榕） 我省有了省级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孵化基地。今天下午，省民政厅
向长沙市精神病医院授予“湖南省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孵化基地”牌匾，在随即进
行的第一期培训班上， 民政部福慈司相关
领导作了开班辅导。

对精神障碍患者仅有药物治疗是不够
的，必须同时或者单独进行康复治疗。近年
来，我省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精神康复模式，
以精神病学专家团队提供精神康复专业技
术支持，推出了康复会所、农疗基地、日间
康复中心等精神康复机构， 形成较为成熟

的社区精神康复经验， 民政部对此给予高
度肯定。此次确立省级孵化基地，就是为了
建立技术指导体系， 推进精神康复标准化
进程。

长沙市精神病医院于2007年创办了
我国第一家社会公益性精神康复所———长
沙心翼会所， 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免费职
业训练、心理疏导、行为矫正、教育支持和
社交就业等后期康复训练，为1000多名精
神病康复者提供了全方位免费康复， 帮助
会员独立或过渡就业600多人次。 目前，在
长沙市内和其他市州已经成功孵化12家
社区精神康复机构。

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孵化基地”授牌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金慧）昨天是
第2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长沙市第九医
院（又名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在雨花区和芙
蓉区部分社区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为
精神心理疾病患者上门诊疗和送药，并走
进校园为中小学生带来心理健康讲座。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竞争压力增加，过
去我国焦虑障碍、 心境障碍患病率不到
1%，如今均已超过4%，其中，精神分裂症
等严重精神病的患病率变化不大，但焦虑

障碍、心境障碍等患病率却显著增加。
“精神疾病发病机制复杂，只能预防，

患病后要及时诊治。”长沙市第九医院精神
科主任莫祥德介绍， 长沙近年来陆续出台
了《长沙市社会精神病人药物救助实施办
法》《长沙市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办法》
等文件，建立了免费药物救助、免费住院救
助、免费身体检查、免费社区康复四免费救
助康复模式，并在各区县建立7家区级精神
康复会所，帮助精障患者重返社会。

长沙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活动
呼吁社会关注心理健康

� � � �曲美他嗪作为抗心绞痛药物， 属于心
血管系统药物。 1978年，法国施维雅药厂
研制的曲美他嗪在法国获得上市许可，目
前曲美他嗪在全球90多个国家上市，2000
年在我国上市。 有片剂（20� mg）和缓释片
剂（35� mg）两种剂型。

曲美他嗪具有对抗肾上腺素、 去甲肾
上腺素及加压素的作用，能降低血管阻力，
增加冠脉及循环血流量， 促进心肌代谢及
心肌能量的产生，同时能降低心肌耗氧量，
从而改善心肌氧的供需平衡。适应症有（1）
临床用于心绞痛发作的预防性治疗；（2）眩
晕和耳鸣的辅助性对症治疗。 国外适应症
还包括血管原因导致的视力下降和视野障
碍的辅助性治疗。

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信息
评价情况，结合欧盟药品管理局发布的监管
措施，国家食药监总局建议曲美他嗪仅用于
对一线抗心绞痛疗法控制不佳或无法耐受
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对症治疗，不再用于
耳鸣、眩晕的治疗；帕金森病等运动障碍禁
用和严重肾功能损害患者禁用。使用曲美他
嗪治疗，应密切关注曲美他嗪导致的帕金森
综合征（震颤、运动不能、张力亢进），步态不
稳，不安腿综合征，其他相关运动障碍以及
粒细胞缺少症、血小板减少症、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肝炎等不良反应；中度肾功能损害
（肌酐清除率30-60� ml/min）患者和老年患
者，用药剂量需适度调整。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钟露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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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曲美他嗪适应症
警惕其引起的运动障碍等安全性风险

畅享家门口
“生活园”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金原 李娟红

陈薇）今天下午，阵阵欢声笑语从长沙
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新安社区的文体
活动中心传出来。 走进去仔细瞧，无论
是在书画室里写书法的老人， 还是在
舞蹈室里翩翩起舞的阿姨， 或是在儿
童活动室里带着孩子做游戏的家长，
他们的脸上都展露出会心的笑容。

据了解， 新安社区由新安村转变
而来，与其他新规划的社区相比，它的
办公用地比较紧张。 该社区相关负责
人透露， 为满足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
需求，今年社区通过重新装修、改建，
合理利用有限的空间， 打造出一个有
图书阅览室、多功能舞蹈室、书画室、
心理咨询室和儿童活动室， 功能较齐
全的文体活动中心， 基本达到“标准
版”长沙市文体示范社区的配置要求。
曾阿姨是该社区的文艺积极分子，平
时喜爱唱歌跳舞， 对于家门口这个新
开的文体活动中心，她赞不绝口，直竖
大拇指。 此外，该社区还邀请了“银发
族”社工常驻社区，为社区的老年人量
身打造活动， 其成立的乐龄学院已有
百余名老年人加入。

68件（套）新捐赠革命文物壮大“国有文物”队伍

亚洲机器人锦标赛中国选拔赛落户永州

拓展课堂的边界
周南中学举行社会实践活动

湘图启动“难得湖图”IP创意征集
最高单项奖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