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陈薇）昨天，湖南
省首届残疾人春节联欢晚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
行。此次活动由省残联、省文联指导，省肢残人协会
和省梦桥残疾人事业发展中心主办。

主办方表示，从即日起，活动组委会面向全省招
募筛选优秀节目参加春晚。本届残疾人春晚负责人、
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副主席谢志强透露， 举办此
次活动旨在让更多的残障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同时， 采用文化艺术的形式去宣传残障人士自强自
立的精神，唤起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理解、尊重、关
心， 给予他们享受平等的权利， 丰富他们的文娱生
活，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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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寒冷的冬季正是诱发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
高发期，特别要警惕“慢阻肺”（即“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12月18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慢阻肺是最常见
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但由于大众对其知晓率
低且漏诊率较高， 现已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严
重公共卫生问题。它是仅次于心脏病、脑血管病
和急性肺部感染，与艾滋病一起，并列为世界第
四大致死疾病。慢阻肺不仅损伤气道、肺泡和肺
血管，同时还损伤肺外组织，如骨骼肌、心脏以
及其他器官，是一个多基因的全身性疾病，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什么是慢阻肺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罗

百灵教授介绍，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可以预防
和治疗的疾病， 其特征是持续存在的呼吸系统
症状和气流受限，原因是气道或肺泡异常，通常
与显著暴露于毒性颗粒和气体相关。 慢阻肺的
致残、致死率较高，其发病率在农村居第一位，

在城市居第四位。
据了解， 湖南慢阻肺病患者人数超过500

万，然而超过80%的患者没有得到规范化诊疗，
且经由肺功能诊断的慢阻肺患者对自身病情的
知晓率不足3%。对慢阻肺的认知不足导致诊治
滞后。如何知道自己患上了慢阻肺呢？中南大学
湘雅附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孙圣华
表示，确诊慢阻肺的关键点：一是有无接触危险
因素的病史， 尤其长期吸烟史或长期被动吸烟
史，二是通过肺功能检测进行诊断。肺功能检查
的指标主要通过肺活量测定的气流速度和气流
量进行衡量， 这也是医护人员用于判断患者病
情的基准数据。他建议40岁及以上人群每年都
可以做一次肺功能检测，尤其是对于有吸烟史、
或生活环境污染或有咳嗽、咳痰、胸闷症状的患
者，应尽早进行检查及治疗。

如何防治慢阻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陈平表示，实际就诊过程中，慢阻肺病人在
初诊时已有80%处于中末期， 中末期病人合并
症多，治疗的费用高且死亡率高，给患者和其家
庭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早筛查早治疗是防控慢

阻肺的关键。
陈平分析， 患上慢阻肺的原因分为3种：一

是人为因素、遗传因素，而抽烟则被列为“慢阻
肺”最大杀手。二是环境因素，大气中的有害气
体、生物燃料等损伤气道粘膜和其细胞毒作用,
使纤毛清除功能下降,粘液分泌增加,为细菌感
染增加条件。三是感染因素，感染是慢性阻塞性
肺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病毒、细菌和支
原体是本病急性加重的重要因素。

专家认为， 有效控制慢阻肺的关键在于预
防，吸烟者应立即戒烟，戒烟是预防慢阻肺的重要
措施，同时应避免有害粉尘、烟雾或气体的吸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介绍， 为加
强对慢阻肺的防控， 今年推出的中国慢阻肺分
级诊疗规范化推广项目“幸福呼吸”，一期共涉
及1800多家医疗机构， 覆盖8个慢阻肺分级诊
疗示范区，帮助超过20万人进行了慢阻肺筛查。
据悉，2019年“幸福呼吸”项目二期计划在全国
新增包括湖南在内的11个示范区，覆盖约1500
家医疗机构。 该项目的实施也对普及慢阻肺疾
病知识， 提升各级卫生医疗机构慢阻肺规范诊
疗与长期管理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惠及更多慢
阻肺患者。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李林英）今天，为期两天的荣
宝斋（桂林）2018长沙秋拍预展在长沙
潇湘华天大酒店开展， 吸引了不少藏家
前来探宝。

据荣宝斋(桂林)拍卖有限公司书画
部经理刘研介绍， 本次拍卖分为两个专
场： 中国书画专场包括中国古代及近现
代书画作品近500件， 文玩清韵专场包
括瓷器杂项200多件。

中国书画专场分为“渡海白云贯古
今”黄君璧书画专题、“书道”日本书法专
题、“笔下有英魂” 湖湘抗战专题和“海
派”专题4个专题，既有黄胄、张大千、徐
悲鸿、李苦禅、李可染、启功等名家的代
表作，也有谭嗣同、陈三立、谭泽闿、王闿
运、黄永玉等湖湘名人的精品书画。

黄君璧是享誉世界的国画大师。本
次秋拍征集到了7件黄君璧的书画精品，
大多由黄君璧文化艺术研究会提供。其
中，《白云萧寺图》 有黄君璧本人的题签
“黄君璧白云萧寺图”。

李苦禅的《远瞻山河壮》是中国书画

专场估价最高的作品， 价格为300万元
到350万元。 这幅画曾被收录在西泠印
社出版社出版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作
品展》中。画面中，两只鹰栖息在松树上，
眺望远处的山河。 刘妍说：“李苦禅用笔
爽快，两只鹰是方形眼眶，斧形利嘴，脚
如钢钩。鹰的形象正面积极，一改古人画
鹰的孤傲形象。”

文玩清韵专场有瓷器杂项200多
件，大多数拍品来自湖南省文物总店、扬
州文物商店、 上海文物商店等全国各地
文物商店的旧藏，或带有文物商店旧标，
或有拍卖纪录，包括明清官窑精品瓷器、
民窑精品瓷器及明清首饰、 绣品等特色
拍品。

刘妍介绍， 今年7月， 荣宝斋 (桂林)
2018长沙春拍取得了亮眼的成绩，提振了
藏家和文物机构对湖南市场的信心，本次
拍卖的拍品征集过程比春拍顺利了许多。
为了拓展湖南市场，本次拍卖的拍品整体
价格不高，北京市文物商店、扬州文物商
店、上海文物商店等多家国有文物商店还
拿出了不少旧藏，进行无底价拍卖。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清 张峰毓)12月18日晚，由省
文化和旅游厅、 省演艺集团等单位共同
主办的第十八期华人文化大讲堂在长沙
音乐厅开讲，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
监冯英带领长沙市民“走进芭蕾，品味意
境”。

黑色长辫， 一袭白衣， 冯英走上舞
台，优雅而挺拔。简单梳理了芭蕾舞的历
史后， 她讲得更多的是中国芭蕾舞发展
的成绩和思考。她说，中国芭蕾舞在西方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悉尼早报》曾对
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有很高的评
价。冯英认为，中国芭蕾舞一定要立足中
国文化， 有不同风格
的作品， 才能形成自

己的流派。近年来，中央芭蕾舞团创作
了《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张艺谋执导
的同名电影改编）、《鹤魂》（以养鹤英雄
徐秀娟为原型）等芭蕾舞剧，不仅受到
国内观众的欢迎，独特的中国风情也赢
得了西方观众的喜爱。如今年，芭蕾舞
剧《过年》(中国版《胡桃夹子》)在法国巴
黎同一个剧场连演11场， 每场都有约
3000人观看。

多年的体验让冯英越来越坚定地
认为，中国芭蕾舞要有自己的形象和语
言。芭蕾舞剧的创作与表演应该传承好
古典芭蕾舞作品、演绎好中国民族芭蕾
舞作品、创作反映当下的作品。

荣宝斋（桂林）
2018长沙秋拍预展开展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陈薇）
皮影、剪纸、女书、湘绣、长沙粽叶编、泥
塑技艺……当这些民间艺术走进课堂
时，现场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十分开心。
日前， 湖南民族民间艺术普及与传承基
地成果汇报活动在长沙举行。活动现场，
设立开放的皮影、剪纸、女书等6个展示
与教学分会场， 展示了几所参展小学的
学生制作的艺术作品，备受好评。

据了解，湖南民族民间艺术普及与
传承基地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与
设计学院主持的教学及科研平台，由湖
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立项，受到湖
南省省级民族文化专项资金资助。该平
台旨在调查和整理、教育和普及、生产

和推广湖南民族民间艺术，让公众特别
是少年儿童乐享艺术教育。湖南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鸿伏认为，该
平台让民族民间艺术走进课堂，让孩子
们亲近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值得肯定和
推广。

活动现场，皮影传人朱国强、剪纸
传人秦石蛟、女书传人胡欣、湘绣传人
田蓉等民间艺人被授予“湖南民族民间
艺术普及与传承基地传习指导教师”聘
书，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斑马湖小学、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第二附
属小学、 第三附属小学等学校被授予
“湖南民族民间艺术普及与传承基地示
范学校”牌匾。

“让民族民间艺术走进课堂”成果初显

预防慢阻肺从戒烟开始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杨万里 杨坤)12月13日，记者在永州市
零陵区邮亭圩镇桐子坪村平斗岭自然村，见
到一处保存完好的古院落建筑群，设计科学，
建造精美，属于典型的明清风格古建筑群落。

“这里的古建筑群落，是清代道光年间朱
家村一名叫朱九爷的人前后费时十几年建成
的，至今已有近200年历史。朱九爷是一名商
人，亦曾做过当地的地方官员。”现在90多岁
的村民盘仁元介绍说。平斗岭古院落，共有十
二纵六横古建筑，总面积近万平方米，每座房
屋与房屋之间均有1.2米多宽的过道，由大青
石铺设，十二纵正屋分为两排一字型排列，正
屋高矮、宽窄大体一致，均有照墙、天井；横屋
与横屋之间坐向、高矮、造型也基本一致。无
论是正屋还是横屋均有过道，道道相通，每座
房屋的门窗都雕饰有风格特别的花、鸟、鱼、
虫等图案，造型精美。

古院落正屋前悬有一块长两米、 宽0.8
米，刻有“德辉永荫”的大匾。古院落周围砌有
2.5米高的围墙，围墙西北面设有大门，大门
两侧设有一对高约1.5米的石狮子，大门外有

两组拴马石。围墙北面是通往两广的官道，属
湘桂古道，官道自西向东走向，全是用鹅卵石
修筑，宽约1米左右。

平斗岭古建筑群坐东朝西排列，多为砖木
结构，目前仍有人居住。但由于年代渐久，再加

上近些年很多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定居，对古
建筑的维护管理日渐缺失， 房屋设施破损加剧。
当地文物专家建言，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拿出保护
方案，制定可行措施，加大保护力度，让这一已存
世近200年的古建筑群继续绽放光彩。

设计科学 建造精美
永州一清代古院落保存完好

� � � �零陵区平斗岭古院落。 杨坤 摄
中国芭蕾舞要有自己的形象和语言

首届残疾人春节联欢晚会
招募优秀节目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余蓉）今晚，
湖南省首届中职学校建制班合唱比赛现场展演
暨颁奖仪式在长沙市音乐厅举行。 此项活动由
湖南省教育厅主办。全省200多支队伍比拼，长
沙艺术实验学校、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等14支

队伍获得优秀节目奖。
展演现场，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的《职业教

育歌》《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唱出了职教人踏着
中国梦的节拍，追逐职业教育美好蓝天的力量；
益阳师范学校的《前方有一缕光》，展现了师范

学子“愿做一缕光”去“爱的荒原”，“为孩子点亮
黑暗”的教师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

近年来，我省积极创新德育途径，开展“文明
风采”系列德育活动，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朗读
者大赛、建制班合唱比赛、男子篮球比赛、女子排
球比赛等颇有影响。2018年5月，我省承办全国中
职学校“文明风采”活动总结交流暨德育工作座谈
会，得到教育部领导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唱出湖南中职学生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