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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易禹
琳）电影《十八洞村》里那个善良、柔弱又
刚强的“麻妹”， 你还记得吗？11月10日
晚， 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
广东佛山举行，演员陈瑾凭借《十八洞村》
里的“麻妹”一角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没有到现场领奖的陈瑾对获奖颇感意
外，感谢观众对她的厚爱，称这是从艺30
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大众电影百花奖创办于1962年,由观
众投票产生奖项, 因此又被称为“观众
奖”。 百花奖也是历史最为悠久和最有群
众基础的电影大奖。 陈瑾曾荣获飞天奖
优秀女主角奖、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
佳女主角奖、 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等奖
项。此次她获奖的电影《十八洞村》，由潇
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
2017年10月13日在全国上映。 影片以国

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为大背景，取材于
湘西十八洞村的真实故事。 陈瑾在片中
饰演贫困户杨英俊的妻子麻妹， 一个善
良、勤快、性情温和，对丈夫体贴入微，对
他人宽容而大度的淳朴苗家妇女。

据代陈瑾领奖的潇湘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职员敖丹介绍，此前，百花奖最
佳女主角呼声最高的是周冬雨、 马思
纯，颁奖典礼上就坐在她旁边。当听说

最终获奖者是陈瑾时，她当时都没反应
过来，但确实是实至名归。在2017年5月
至7月， 她一直跟随剧组在湘西花垣拍
戏， 当时的陈瑾沉浸在角色的创作当
中，努力跟当地苗家妇女学苗语、做家
务，跟扮演丈夫的王学圻对戏，每一个
镜头和细节都追求完美。 正是这份认
真，才向观众呈现了一个质朴的渴望脱
贫的湘西苗家妇女。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胡翠娥）今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第80期（湖南）乡村医生培训班在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班。 这是该项
目首次委托中医医院承办， 来自湖南省
14个市州的100名乡村医生将接受为期
两周的全免费技能培训。

“乡村医生培训计划”是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联合中国乡村医生培训中心、爱
心企业等共同推出的一项长期的、 公益
性计划。 自2006年起，“乡村医生培训计
划”已开展了79期乡村医生培训班，在全
国范围内培训了7880名乡村医生， 按每
名乡村医生服务一个1000人的行政村计
算，预计将惠及700多万居民。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

长朱镇华介绍，医院结合湖南基层群众
医疗卫生需要以及乡村医生的工作现
状， 对授课内容进行了合理设计与安
排，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老年病、
慢性病的诊治与健康管理，常见骨关节
疾病的诊断与保健，皮肤疾病、肛肠疾
病的鉴别与诊治等。为发挥中医适宜技
术在医疗、预防、保健工作中的作用，医

院针灸推拿康复科的医生将向乡村医
生讲授针灸和推拿的适应症、 禁忌症、
基本手法以及注意事项等。据悉，有意
参加“乡村医生培训班”的乡村医生可
向当地县红十字会咨询报名，加入了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湘中医”
医疗联盟的基层医生也可以向该院申
请免费进修培训。

陈瑾凭《十八洞村》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百名乡村医生集体“充电”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易禹琳 李婷婷）近日，
由芒果TV、 湖南经视频道联袂出品的乡村振兴战略青
春纪实片《不负青春不负村》播出。节目聚焦万兵、李宇、
何曦等6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
校、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大学生，讲述他们从象牙
塔到田间地头，分别在永州、益阳、岳阳等地的偏远乡
村，扎根基层，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乡村振兴践行
自己青春价值的故事。

节目在芒果TV播放量突破1200万次， 微博话题阅
读量近1000万，累计视频播放量近160万。精剪节目短
视频在芒果TV官方抖音号播放量已突破100万， 近2万
抖音粉丝为节目点赞。

节目每期以一个青年大学生为主题，记录其深入农
村、为新农村建设努力奉献的青春风采。几个至情至性、
至善至美的青年大学生们的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实现
了一次积极向上的荧屏视觉表达，向观众展现出了乡村
振兴战略的火热蓝图。

国家广电总局对《不负青春不负村》给予充分肯
定，称：《不负青春不负村》是湖南经视纪念“改革开
放40周年三部曲”的第一部 。该系列报道呼应时代
主题， 向广大观众展现了当代青年精英的新风貌，
生动勾勒了当代大学生的热血人生，以激励更多年
轻人与祖国同进步，积极投身新时代乡村建设和发
展。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通讯员 刘莉
记者 李传新）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
日，今年的主题是“家庭与糖尿病”。在今
天下午省第二人民医院举办的大型糖尿
病患者公益活动中，80岁的陈奶奶家庭
获得糖尿病药物治疗技能家庭竞赛第一
名。糖尿病治疗专家表示：抗击糖尿病还
需要家庭成员一起行动。

陈奶奶从一位20年病史的老“糖友”，

成为“糖友”中的“抗糖明星”。省第二人民
医院主任医师李湘表示，家庭成员在共同
防止或延缓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糖尿病是一种
因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临
床综合征，治疗上需要根据血糖的波动实
时进行调整，生活中要对饮食、运动等进
行长期的管理， 给患者造成身心负担、给
家属及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都不容小觑。

因此，糖尿病患者家庭成员掌握一定的糖
尿病防治知识和技能， 相互帮助和督促，
从全家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血糖监测、糖
尿病知识学习以及心理支持等多方面消
除争论，达成共识，一起防控糖尿病，可有
效减少糖尿病的发生，延缓和避免糖尿病
并发症，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今天的活动中，李湘还为“糖友”
及家属讲解了《如何吃饱了降糖》，从糖
尿病防治理念、 糖尿病患者科学生活方
式、饮食习惯的培养、血糖自我管理等多
角度告诉大家如何防治糖尿病。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王晗)记
者昨天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以下简称“大剧院”）获悉，继“国际
戏剧舞蹈演出季”“打开艺术之门演出季”
“周年庆演出季”之后，大剧院“跨年演出
季”即将登场，未来3个月内，将携23部重
磅大戏、28场精彩演出以飨全省观众。

“早在一年之前，我们就通过各种渠
道，搜集项目信息、评估演出、发出邀请、
抢订档期，以期能将一个丰盛的、满足各
年龄层、各种艺术喜好的跨年演出季带到
百姓面前。” 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柯介绍，此次跨年演
出季形式多样，涵盖话剧、音乐剧、京剧、
音乐会、儿童剧、芭蕾舞剧、相声等。

何炅、黄磊、孙莉领衔主演的明星经
典版《暗恋桃花源》，“钢琴圣手”马克西
姆倾情献上的《跨界钢琴演奏会》，京剧
名角于魁智、李胜素韵味开唱京剧《帝女
花》，《大河之舞II》 和爱尔兰国家舞蹈团
带来的《舞之韵》，德云社孟鹤堂、周九良
带队的“德云三宝”以及唯一百老汇独家
授权胡中文版音乐剧《灰姑娘》、大型欢
乐互动音乐儿童剧《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等，都将陆续和观众们见面。
值得关注的是， 跨年期间大剧院将引

进中国话剧新巅峰之作《白鹿原》。这部由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数百位老戏骨鼎力呈现
的民族史诗大戏， 被原著作者陈忠实称赞
为“最满意的《白鹿原》版本”。同时，大剧院
还将首次以“新年音乐会”的形式，引进被
欧洲顶级交响乐团之一的莫斯科交响乐
团，在新年当天为观众奉上“开年大餐”。

除了各种优质、丰富的演出之外，12月
1日至9日， 大剧院将首次举办国际艺术
展———“我与我的主体世界”新媒体国际艺
术展，邀请来自荷兰、韩国、美国等国内外
近20位新媒体交互艺术家，在视觉上为观
众打造一个浸没式的多媒体体验空间。据
悉，届时小剧场将首次对公众开放参观。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通讯员 卢
玉新 记者 段涵敏)塞拉利昂当地时间
11月6日， 中国2018年度援塞拉利昂
“光明行”启动暨药品器械捐赠仪式在
塞拉利昂东方省凯内马市政府医院举
行。

据悉，此次活动为中国援塞的第
6次“光明行”，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
中国驻塞大使馆领导下，由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组织专家队伍具体执行。来
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湖南省人
民医院的9名专家，将在中国第20批
援塞医疗队的配合下，免费为数百名
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在当地开展眼
科卫生知识科普讲座，并就白内障手
术的相关技术与当地医务人员开展
交流带教。同时，向塞方捐赠价值160
万元人民币的眼科设备 、 耗材与药
品。

据此次“光明行”专家组组长李芸介
绍，11月4日至5日， 项目组已为凯内马
当地53名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手术，所
有患者均恢复良好。接下来的10多天时
间内， 将在凯内马和弗里敦两地完成
100台左右手术。

乡村振兴战略青春纪实片
《不负青春不负村》

热播

梅溪湖大剧院跨年演出季大幕开启
《白鹿原》等23部大戏竞相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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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塞送“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