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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易禹琳）
奋进新时代，书香颂改革。今天上午，记
者在湖南图书城和长沙市新华书店看
到，大厅醒目位置都布置了“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优秀出版物全省联展”专柜，集
中展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二卷）《邓小平时代》《激荡四十年》《中国
改革三部曲》 等近百种反映改革开放40

年来国家各方面巨大变化的图书， 一些
读者在认真选购。据悉，从12月1日起，湖
南各地的新华书店都设置了专区专柜专
架参与联展，活动持续到12月31日。

这场冬日温暖的书香盛宴由省委
宣传部统一部署，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举
办，旗下的湖南省新华书店实施。记者
在现场看到，本次参加联展的优秀出版

物既有理论读物，也有《艾约堡秘史》等
通俗易懂的文学图书；既有《中国民营
经济四十年》《读懂中国改革》等专家40
年的回顾与总结，也有《日子疯长》《中
国时刻：40年400个难忘的瞬间》 等生
动的回忆。 近百种图书中，41种湘版好
书吸人眼球。《走向世界丛书（续编）》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国财

政通史》《延安文艺大系》《乡村国是》
《大国速度： 中国高铁崛起之路》《大国
工匠》《阿莲》《我的十八洞村》《100个人
的中国梦》 等多部图书获得国家级大
奖，是出版湘军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上
的一份厚礼。

据悉，12月，各地新华书店还将围绕
联展组织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不忘初心 鱼水情深

汝城故事《半床棉被》
将搬上银幕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易禹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在
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 临走
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
给老百姓的人。”记者昨日获悉，这个小故事即将被拍成电影
《半床棉被》，并于近期开机，由潇湘电影集团、华声在线、湖
南世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

在电影《半床棉被》启动仪式上，“半床棉被”故事主人公
徐解秀老人的长孙朱分永讲述了这个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鱼水
情深的故事。编剧邓泽辉介绍正在写剧本的第5稿，曾拍摄过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刘少奇的四十四天》《毛泽东在1925》等
影片的总导演张今标与80后导演邓楚炜表示，有信心把《半床
棉被》拍成一部战争背景下抒情浪漫、温暖人心的红色经典。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副总经理、潇湘电影集团总经理谷良表示，
讲好《半床棉被》这个湖南故事是“潇影人”的责任和担当。“潇
影人”将用真情、真诚浇筑剧本，用匠心打磨影片。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张云梦表示，华声公
司将发挥党报集团全媒体矩阵、 资源渠道和传播等优势，努
力为这部电影争取更大的品牌影响力， 提供强大的舆论支
持，确保电影顺利摄制、尽早出品、准时上映。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余蓉）
近期，某社会机构通过互联网大肆发布
自考助学宣传广告，如“恨不在湖南！湖
南低学历上班族可申请1年学完本科”，
并在网页上赫然标明湘潭大学、湖南大
学、 湖南师范大学等省内高校名称。记
者昨日从湖南省教育厅了解到，这些广
告与国家高等学历教育政策规定明显
不符，涉嫌虚假宣传。

省教育厅提醒广大考生，全国考委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管理试行
办法》明确规定，“社会助学组织应经教
育行政部门批准或持有教育行政部门

颁发的‘办学许可证’经省考办登记注
册，方可举办自学考试助学活动”，某社
会机构至今并未向我省自考办申请开
展助学，没有取得在我省开展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资质。宣传网页上赫然标
明湘潭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等省内高校名称，下面又用小字体注明
“与以上学校无合作关系， 学历学信网
终身可查”，具有明显误导性。截至2016
年7月13日，湖南商学院等148所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机构已在湖南省
教育考试院登记备案，考生可向当地招
生考试机构咨询。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南省儿
童文学学会、 湖南省寓言童话文学研究
会联合主办的《森林国幽默童话系列》新
书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据了解，新出版的《森林国幽默童
话系列》有《十二生肖大王》《最奇怪大
王》《惹不起大王》《长翅膀大王》 共4
册， 这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谢乐军继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年推出其
《魔术老虎智慧童话系列》 后的又一部
力作。这是一套写“大王梦”的动物童
话， 书中讲述了42种动物做大王的奇

奇怪怪故事，有的因任性吃大亏，有的
以智慧战胜困难， 有的用爱温暖心田，
有的用勤劳造富森林家园……编者还
在书中插入了成语故事、成语接龙等有
趣的内容，让孩子在快乐的阅读中获取
知识，拓展视野，启迪梦想。

活动现场， 举行了“魔术老虎工作
室”挂牌仪式。谢乐军透露，该工作室是
出版社与作家共同打造的一个少年儿童
书刊策划、出版与阅读推广的平台，将以
挖掘“魔术老虎”系列作品优质内容资源
为龙头，打造童话品牌，开发优秀图书，
携手作家共成长、同发展。

麦考酚类药品为免疫抑制剂，主要
与环孢素及皮质类固醇合并使用，预防
接受同种异体肾脏或肝脏移植患者发
生急性排斥反应。麦考酚类药品主要包
括麦考酚酸钠和吗替麦考酚酯。

2004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间，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数据库共收
到2000余例报告，严重报告占49.6%。可能
与生殖毒性风险相关的个例报告有3例，
其中2例为女性， 不良反应均表现为自然
流产；1例为男性，涉及不良反应表现为精
液异常。截至2016年8月30日， WHO药品
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数据库共有2.5万余例

报告。其中500余例为生殖毒性风险报告，
主要表现为流产、先天性异常、耳畸形、胃
肠道畸形、生长迟缓、心脏畸形、腭裂、眼畸
形、室间隔缺损、畸形、胎儿死亡等。

欧洲药品管理局发布警示信息，提示
在可选择其他预防移植排斥的药品时，妊
娠妇女禁忌使用麦考酚类药品，强调了使
用本药的妇女和男性应采取有效的避孕
措施，在用药前以及治疗过程中根据需要
进行妊娠测试，以排除非计划妊娠。建议
医务人员严格按照说明书适应症使用该
类产品，并关注其生殖风险。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优秀出版物全省联展启动

《森林国幽默童话系列》新书出版

“免试读本科”涉嫌虚假宣传

关注麦考酚类药品的生殖毒性风险

重细节 平安行
12月6日，由长沙市开福区文明办主办，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开福大队承办的

“重细节 平安行”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在开福区风帆广场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肖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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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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