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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美湘镇》
大型乡镇竞演
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孟
姣燕）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
农村厅指导， 湖南广播电视台主办
的大型乡镇文化电视竞演活动《醉
美湘镇》在长沙启动。

《醉美湘镇》是全国首档关注农
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外宣节目，旨
在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按照“突
出湖南元素、中国视角、国际表达”
的要求， 展示湖南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农业改革发展成就。 活动最终将
评选出12个“醉美湘镇”和10个“人
气湘镇”。

《醉美湘镇》从全省80个报名乡
镇中，通过市州直推以及网络票选，
遴选出28个最具特色、 最具活力的
乡镇，以区县主政者领衔竞演，结合
屏幕表现、民俗风情展示等方式，推
介乡镇美食美景美品等文化旅游资
源，展示乡镇形象。 节目将在1月25
日正式录制， 春节期间在湖南广播
电视台国际频道、芒果TV、海外20
家中文电视台及省内各地方电视台
播出，播出时间持续3个月。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左
丹）2018年12月24日举行的全省教
育大会在湖南高校中产生热烈反
响。 连日来， 各高校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大家表
示，要扎根湖南大地办学，深耕特
色争创一流，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长沙理工大学水利学科是湖
南省唯一拥有“水利工程”一级博
士点的学科。 该学科办学60年来已
为湖南水利水运事业培养近万名
工程技术人员。 1月7日，该校水利
工程学院院长吴旭跃说：“全省教

育大会的召开让我们很受鼓舞。 我
们深耕水利学科60年，在近岸水岸
运动基础理论研究及岛礁建设、河
湖治理基本理论与技术、内河低水
头航电枢纽建设关键技术等方面
都取得了国内领先成果。 我们将围
绕省委书记杜家毫提出的‘洞庭湖
水环境治理与采砂’‘汛期与枯水
期蓄水补水举措’两个问题，扎实
工作，积极进取，贡献智慧。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办学60年
来，一直紧紧围绕“林”字大做文章，
在国内率先创办了“经济林”“森林
旅游”和“家具设计”等专业，是经济

林的教学科研中心，我国经济林产
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摇篮、学科建设
和科研创新的引擎。“全省教育大
会的召开，为我校教育事业发展确
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
求。 湖南是一个林业大省。 我们将
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以强烈的使命感
和紧迫感，在促进湖南林业现代化
转型、林区脱贫致富、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建设方面，写好‘服务湖
南’这篇大文章。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党委书记赵运林说。

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

院常小荣教授说：“我从教 40年
了，我爱惜教师这份职业，就像爱
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它。 ”该校王
炜教授是一位海归教授， 他说：
“全省教育大会提出教育要在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让爱
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
根。这让我感触颇深。我于2011年
底率全家从美国国家天然产物研
究中心归国。 目前，我和我的团队
发现命名了100多种新的化合物，
逐步揭开湖南中药和民族药物药
效物质基础的神秘面纱。 这让我
很有成就感。 ”

深耕特色 争创一流
■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在行动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曾舸 张亚娜

元旦以来，我省雨雪交加，气温下
降明显，流感病毒“来势汹汹”。

1月9日，记者从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院
获悉， 感冒发烧咳嗽等流感样患者明
显增多。 湖南省流感监测结果显示，
2019年第一周湖南省流感样病例（发
热且体温≥38摄氏度， 伴咳嗽或咽痛
之一的病人） 占门急诊病例总数的
5.86%，达到本流行季以来的最高峰。

以甲型流感为主，“EB
流感”系谣言

湖南省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胡世
雄介绍，湖南省流感监测结果显示，自
去年12月以来我省流感活动水平持续
上升，2019年第一周湖南省流感样病
例达到本流行季以来的最高峰。 全省
15家网络实验室流感样病例核酸检测
也表明， 当前流感样病例检测阳性率
呈快速上升趋势， 阳性率24.01%，检
测到的病毒亚型主要是甲型H1N1，其
次为甲型H3N2， 也有少量的乙型流
感。

根据监测数据判断， 我省近段时
间已进入冬季流感流行高峰时期，预
计未来至少四周我省流感活动水平仍
将维持在高水平。但专家认为，流感活
动整体水平高于2017-2018年度的可
能性低。

近日， 有部分网友转发一则所谓
“EB流感”的消息，称“这次的EB流感
很严重，要保持喉咙黏膜的湿润，否则
在10分钟内病毒就能入侵体内……”
对此， 胡世雄提醒广大群众， 这是谣
言。

胡世雄介绍，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
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
病毒分为四个型别： 甲型和乙型流感
病毒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 丙型流
感病毒仅呈散发感染， 丁型流感病毒
主要感染猪、牛等且未发现人类感染。

EB病毒是一种常见病毒，无症状
感染多发生在幼儿，3～5岁幼儿90%

以上曾感染EB病毒，90%以上的成人
都有病毒抗体。 不过，EB病毒与鼻咽
癌、儿童淋巴瘤的发生有密切相关性，
被列为可能致癌的人类肿瘤病毒之
一。

因此，流感和EB病毒感染是两码
事，根本没有“EB流感”这一说，也尚
无证据表明保持喉咙湿润能预防流感
病毒， 适量的饮水是为了保证机体细
胞所需的水分，有利于机体对抗病毒。

做好这些，流感可防可控
流感流行季， 如何辨别普通感冒

和流感呢？ 湖南中医附一儿科副主任
谢静博士表示， 流感通常有1-3天的
潜伏期，开始出现症状时，主要表现为
突然高热、寒颤、头痛、肌肉疼痛、全身
不适，发热持续3-5天；普通感冒则主
要表现为喷嚏、流涕、咳嗽等上呼吸道
局部症状。

胡世雄提醒， 接种流感疫苗可以
有效预防流感。其次，要保持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 例如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和免疫力，勤洗手，保持居住、工作、学
习等场所环境清洁和通风， 尽量减少
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 避免接触呼吸
道感染患者等。 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
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
巾等遮住口鼻。

针对当前我省幼儿园、 中小学校
等集体单位流感疫情增多的情况，疾
控专家提醒： 各类学校要每日落实晨
午检制度、因病缺课登记追踪等制度，
及时发现病人， 尽早对患者采取隔离
措施，建议患者居家休息或就医，避免
其与班级内或其他班级未感染人群接
触，减少疾病传播。

专家特别提醒， 在流感流行季节
尽量减少举办大型集体活动或集会，
保持学校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等
人员密集场所的环境清洁， 经常开窗
通风，保持空气新鲜。学校应利用多种
形式开展健康教育， 教育学生注意个
人卫生， 发现流感样症状病例异常增
多时，要及时报告辖区内疾控中心，协
助疾控中心开展调查处置， 严格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

我省进入流感流行高峰期
专家支招科学预防

110宣传进校园
1月9日，嘉禾县塘村镇中心学校，民警与学生互动警务知识。连日来，该县公安局开展“110宣传日”进校园活

动，民警深入辖区中小学校，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知识问答、游戏互动等形式，让学生们在快乐中了解110常识，提
高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