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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
为奋斗者点赞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记者 易禹琳）吃汤圆、赏花灯、
猜灯谜，欢欢喜喜闹元宵。 2月19日晚，湖南卫视现场直播
元宵喜乐会，围绕“快乐大家造，为你点赞”主题，齐聚蔡
琴、腾格尔、张杰等明星嘉宾，与观众共度元宵佳节，并为
每一个奋斗的“你、我、他”新年续航鼓劲加油。

本次元宵喜乐会由何炅、谢娜领衔主持。 为使传统
佳节融入更多新元素，鞠婧祎、周洁琼、尤长靖、钱正昊
把民间俚曲“卖汤圆”、古风古韵的苏州评弹、刷爆网络
的神曲和流行音乐串演到一起，台风少年团带来《青春
最闪亮》《青苹果乐园》《致青春》等几代人的青春经典，
姜潮、武艺、陈翔与张新成暖心献唱《对你好一点》，为
在寒风中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送上温暖。《声入人
心》阿云嘎等9位成员深情演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经典美声名曲，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大餐。 王祖蓝携手
谢娜、杨迪联手吴彼、德云社孟鹤堂和周九良，分别上
演《你的外卖》《我的骄傲父亲》《万物皆可盘》等爆笑喜
剧小品。 阿塞拜疆的杂技和法俄两国的魔术《爱的告
白》给观众带来了惊险和刺激。

最让观众惊艳的是蔡琴一曲《你的眼神》，余音绕
梁。 腾格尔则翻唱年轻人喜欢的《卡路里》，再次让“燃
烧我的卡路里” 魔力灌耳。 张杰《给女儿的一封信》父
爱情深。 最终，元宵喜乐会在歌舞《欢天喜地》的喜庆中
落下帷幕。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佳蔚 卓萌）今晚，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的“幸福节日”惠民演出———
长沙交响乐团元宵中国名曲音乐会在长
沙湘江剧院上演。虽然天气阴冷，但听众
热情不减，全场座无虚席。

本次音乐会由长沙交响乐团团长、国
家一级指挥肖鸣担任音乐总监、指挥。 为
庆祝元宵佳节，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均为贴
近百姓生活的经典作品。 欢快轻松的管弦
乐《欢庆》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苗族音乐
《苗寨狂欢节》、蒙古族音乐《辉煌》、土家族
音乐《龙船调》等风格多样的民族乐曲轮
番登场，四大名著影视金曲让听众再一次
感受到经典文学作品的迷人魅力。 最后，
全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难忘今宵》，音
乐会在动人的歌声中结束。

滩头年画赠台胞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陈

贻贵）2月17日下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文化馆
承办的2019“欢乐春节·湘曲艺韵”海峡两岸曲艺文化
首场交流活动，在台湾明道大学妈祖文化学院举行。 湖
南文化代表团选用隆回滩头福美祥作坊主人、 滩头木
版年画省级传承人尹冬香制作的《猪福万代》《福禄寿
喜》等年画作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协办此次活动的台湾
明道大学、台湾天喜整合行销事业公司。 滩头年画独特
的艺术风格，得到台湾同胞称赞。

滩头年画是隆回县滩头镇制作的一种手工木版水印
年画，多以祝福新年喜庆丰登、免除灾祸的古老民间习俗
为题材，反映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精神寄托，分为神
像、寓意吉祥、戏文故事三大类。 福美祥年画作坊是目前
滩头镇规模最大的年画作坊。 今年是农历猪年，作坊主人
尹冬香特别印制了滩头年画《猪福万代》，画中一头红色
的大肥猪憨态可掬，背上驮着万年青、石榴、佛手和牡丹
等，寄托着子孙万代福禄绵长的美好祝愿。

“音乐盛宴”
歌唱美好宁乡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李曼斯 瞿辰)2月18

日晚，宁乡市大剧院举行以“辉煌历程———美
好宁乡、 岁月如歌” 为主题的原创作品音乐
会，给当地市民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音乐会上，中南大学、省歌舞剧院、湖南艺
术职业学院等单位的演员们来到现场献唱。音
乐会以“写宁乡、唱宁乡”为主题，分为“历史宁
乡、绿色宁乡、奋进宁乡、美好宁乡”4个篇章，
共演唱了21首原创歌曲，用音乐讲述“让人自
豪、令人震撼、催人奋进”的宁乡故事。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通讯员 石荣
记者 李传新）除夕夜遭遇一氧化碳中毒
的小沐（化名）终于转危为安。 2月19日上
午， 张女士端起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
科医护人员送来的汤圆， 一勺勺喂给女
儿小沐。 张女士还将小沐父亲用毛笔书
写的感谢信交到了医护人员的手中。

家住长沙的小沐11岁，读六年级。 2月
4日（农历大年三十）， 小沐在爷爷那边过
年。 亲属怕小沐晚上睡觉冷，把门窗关紧，

还在屋里放了一个火盆。意外发生了。第二
天早上9时，亲属发现平时有早起习惯的小
沐还“睡”着，嘴边都是白沫。亲属以为小沐
只是假期贪“睡”，擦掉她嘴边的白沫，没去
喊醒她。 2月5日下午4时左右，亲属才将呼
之不应的小沐送进医院。 医生诊断为一氧
化碳中毒，病情严重。

2月6日凌晨， 小沐转入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儿科， 被诊断分析其患有一氧
化碳中毒、急性心肌炎、肝功能异常、细

菌性肺炎等症状， 需采取高压氧以及护
脑、护心、治疗横纹肌溶解等全面系统的
对症支持治疗。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小
沐康复，即将出院。

省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薛亦男提
醒，时下天气寒冷，属于一氧化碳中毒的
高发期。 市民在密闭居室内使用煤炉、炭
盆、燃气炉等相关器具时，一定要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 如果在密闭空间， 出现头
晕、乏力、恶心、呕吐甚至昏迷等症状，要
警惕一氧化碳中毒可能， 在第一时间脱
离有毒现场，或开窗开门通风，吸入新鲜
空气，并及时送医。

张家界系列诗歌音乐
文旅活动获奖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吴勇兵 田洪曼 ）2月18日，2018年度诗
歌创新奖在“东方神韵之约”第五届中国诗
歌春晚书香洛阳专场揭晓， 以黄龙音乐季、
国际旅游诗歌节为代表的张家界系列诗歌
音乐文化旅游活动名列榜首。

“黄龙音乐季”诞生于2016年，以“竞技、
教育、快乐”为宗旨，以“旅游+文化”融合发展
模式，让更多的人领略张家界的山水美景与文
化内涵。 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创办于2017
年，包括举办诗歌音乐会、诗歌分享会、诗人采
风活动等系列活动，每届均有数百名国内外知
名学者、诗人、诗歌爱好者、朗诵家参加，是诗
歌与旅游、互联网、策划的创造性结合。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通讯员 何昊
杜明远 记者 段涵敏）2019年农历春节，
对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主任
舒畅而言，收获颇丰。 2月18日，舒畅向记
者透露， 春节期间他分别参加了在德国
举办的莱比锡血管介入治疗大会、 在莫
斯科举办的第十届国际心血管病年会，
与国际同仁们分享了血管外科新技术。

莱比锡血管介入治疗大会上， 舒畅
分享了其在主动脉弓部病变治疗中的临
床经验， 并介绍了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型主动脉弓分支覆膜支架—“裙
边支架”系统在国内外的应用经验，精彩

演讲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除了专题报告，

舒畅还在当地医院为大会直播了一台高
难度的主动脉弓部动脉瘤的全腔内修
复，仅用时30分钟，顺利完成手术，高超
的技术令同行大开眼界。 值得一提的是，
手术中应用的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和
“裙边支架”系统，是由舒畅和我国企业
共同研发，完全国产化的产品。

据了解， 主动脉存在一个弓形位置
叫主动脉弓， 主动脉弓上有供应头颈部
的3根分支血管，一旦主动脉弓部出现主
动脉瘤或夹层疾病，致死率极高。 由于主

动脉弓部三分支的间距较小， 以往若出
现弓部病变，血管重建无论采取“烟囱”
技术还是“开窗”技术，均可能出现支架
移植物之间内漏的问题。

为了解决长久以来困扰临床医生的
难题，舒畅采用体内外“开窗”或“烟囱”
技术，同时创新性使用“裙边支架”技术
重建弓上分支血管。“裙边支架”采用特
殊的双层结构， 其内层支架保证分支血
管血液的通畅， 外层裙边能有效封堵支
架间的缝隙，巧妙地解决了“内漏”问题。

据悉，这是舒畅第二次赴俄罗斯进行
手术演示。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国立心脏病
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雷纳特·阿克丘林表示：
“我们要向中国同行们学习， 加强合作，相
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受益于中国先
进医疗设备以及相关成熟经验。 ”

持续22天，举办7大主题活动———

火宫殿城大庙会为长沙年味加“料”

女孩除夕夜中毒 经抢救转危为安

医疗技术和设备完全国产
湘雅二医院新技术赢得国际掌声

暖手宝 暖人心
长沙为敬老院老人发放1万个暖手宝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金慧）2月19日上午，长沙市
民政局主要负责人及长沙慈善会一行人来到长沙县黄
花镇敬老院，为老人们送上一份暖心礼物———暖手宝。

据了解，这次名为“暖心工程”的活动由长沙市民
政局、长沙慈善会组织实施，共出资70万元，采购暖手
宝1万个，分批发放给该市入住敬老院的老人。

近年来，长沙市实施“敬老院3年建设计划”，累计
投入8亿元，改扩建敬老院80所，并完成了全部敬老院
的消防改造。 目前全市共有101所敬老院，特困供养人
员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15元，老人吃、穿、住、医、
葬和照料护理得到全面保障。

中国名曲音乐会庆元宵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2月 19日

第 201904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328 1040 13811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23 173 401879

0 6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2月19日 第201901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853838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4
二等奖 26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530875
5 594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643
107983
1679611
9981949

123
4381
68098
403145

3000
200
10
5

0611 18 24 2517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周密 董劲

2月19日， 一场极具年俗特色的千人
巡游活动将2019年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
推向高潮。 千人品元宵，共唱“我爱你中
国”，大庙会在元宵佳节喧天锣鼓声中、动
人歌声中完美收官。

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从农历小年启
动，到正月十五闹元宵，持续了22天，举办了
7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尽享传统长沙年味。

千人巡游闹元宵
2月19日9时30分，锣鼓声与欢呼声在

长沙火宫殿城4个展演点响起， 很快便聚
集了一大批市民。

长沙太平老街北口牌楼， 由舞龙队、
军乐队、仪仗队及大头娃娃、猪八戒背媳
妇等组成的一支巡游队伍，从太平老街穿
过，沿着解放路、坡子街路一路巡游至黄
兴南路步行街中心广场。

庞大的队伍、热闹的表演，吸引不少
人跟随，连路边店员也“抛下”生意，拿起
手机“咔嚓咔嚓”拍照。

“好热闹，没想到长沙的元宵节这么
热闹！ ”在太平街一店内工作的小刘兴奋
地说。

太平街贾谊故居门口， 一批身穿古汉
服的大学生以集体礼拜的方式追思古人，更
有汉唐古服舞蹈表演，让群众领略到古城长
沙的深厚底蕴，楚汉文化的精彩绝伦。

一支由中南大学留学生组成的舞龙
队一出现，也吸引不少目光，他们或扬、或
跳，配合默契，尽显灵动与力量之美。

8000份汤圆免费送
既然是元宵节，当然少不了吃汤圆。
步行街中心广场后面，一早就准备了

4口大锅煮汤圆。 9时30分，第一锅汤圆出
锅，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品尝。

一位大叔没吃早餐，见有汤圆，也排

起了队，轮到他时，他掏出钱想要买，却被
告知这些汤圆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品尝的，
乐得他嘴里直道“谢谢”。

“这个汤圆真不错，入口清爽，香！ ”大
叔很快将一小碗汤圆一扫而空。

为市民提供免费汤圆的是三木集团，
该集团已连续8年在元宵节举办免费吃汤
圆活动，这也成了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的
保留节目。 今年，该集团准备了8000份汤
圆给市民品尝。

“吃着汤圆，看着精彩节目，这个元宵
节过得好！ ”刚吃完一碗汤圆的刘阿姨满
脸笑意，还要记者帮她拍一段活动现场的
视频，发给她在外地的女儿。

长沙年味有点“浓”
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从2013年开始

举办，今年已是第8届，成为中南地区具有
代表性的大型民俗庙会，被评为长沙市文
化消费“十大节会”。

今年，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精心打造
了载歌载舞的启动仪式、“灯影耀星城”视
觉庙会、“全民晒年味”潮拍庙会，还有尽
展湖湘特色的文创庙会、色香味俱全的美
食庙会、名家荟萃的嗨唱庙会、千人巡游
的欢喜庙会等主题活动。这些活动陪同市
民朋友度过了一个喜庆的传统长沙年。

“在长沙过春节，蛮有味！ ”虽然在长
沙生活了很多年，冉大叔以往春节都会回
老家常德， 今年第一次选择留在长沙，带
着夫人和孙子参加了火宫殿城大庙会的
几个主题活动。“非常热闹，年味很浓。”冉
大叔高兴地说。

据活动主办方天心区委、区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以“快
乐长沙，璀璨天心”为主题，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 不仅为市民奉献了一场长沙特
色、湖湘气派的春节人文盛宴，也激发了
文化消费活力。据统计，春节期间，庙会核
心区域日均人流量达20万人次。

� � � � 2月19日，音乐家在演奏乐曲《欢庆》。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