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韩珺）今天，中国
艺术新视界2019———国家艺术
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美术、书
法、摄影、工艺美术）作品巡展（长
沙站）在长沙博物馆开幕。

据介绍， 该巡展所展出的作
品， 是从国家艺术基金2014—
2018年度美术、书法、摄影、工艺美
术创作人才、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结

项成果中遴选的作品。本次长沙站
的展览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长沙
博物馆主办，以“楚韵生辉”为主
题，分为红色叙事、家园情愫、造化
心源、匠心独具4个部分，共展出57
位艺术家的83件/组作品。 这些作
品展现了青年艺术工作者在党的
文艺思想引领下，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精神
风貌，以及在湖南地域历史文明和

红色文化的印迹中，追寻中国历史
与当下的精神意象。

当天， 来自省内外的艺术家举
行了研讨会，与会艺术家围绕“当代
青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与
艺术形式创新：以红色文化为例”“守
正创新———当下青年艺术创作的问
题与展望”等主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
16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作品巡展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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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珍 夏惠慧）6月11日，湖南艺
术职业学院“湖南地方戏曲非遗传承工
作室”挂牌成立。

挂牌仪式上，湖南艺术职院聘请欧
阳觉文、李小嘉、钟宜淳、龚谷音等15位
艺术家为客座教授，谢晓君、庞焕励2位
艺术家为特聘教授。此次受聘的艺术家
涉及花鼓戏、湘剧、湘昆、音乐剧等多个
舞台艺术门类，涵盖导演、编剧、作曲、

表演等多个领域。
据该院戏剧系主任贺冬梅介绍，客

座教授将在工作室开展经典剧目传承、
讲座、 本专业艺术创作和研究等工作。
特聘教授将在学校开设花鼓戏、湘剧唱
腔课、剧目课，其课程纳入常规教学体
系，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 今年下半年，
“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
划———湘剧表演经典传统剧目传承人
群研修班”将开班，客座教授左大玢、李

开国将担任湘剧《抢伞》的授课教师。
近年来，湖南艺术职院致力于地方

戏曲的保护和传承，建设了以戏曲表演
专业为核心的表演艺术专业群，并通过
实施“花鼓戏声腔表演艺术人才培养项
目”、承办“花鼓戏表演经典传统剧目传
承人研修班”、开展“何冬保诞辰100周
年纪念活动”“彭俐侬非遗传承纪念活
动”等，培养地方戏曲人才，营造非遗保
护的良好氛围。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敖丹）剧本，乃一剧之本，是影
视创作的源头活水，是推出精品力作的
前提基础。昨天上午，潇湘电影集团（简
称“潇影集团”）举行剧本中心成立揭牌
仪式，将以剧本中心为新起点，紧紧抓
住电影创作这个牛鼻子，重新擦亮“潇
影”金字招牌。据悉，这是2019年全国电
影工作座谈会后，全国国有电影制片单
位第一个成立的剧本中心。

潇影集团成立61年来， 推出了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刘少奇的四十四
天》《新龙门客栈》《凤凰琴》《那山那人
那狗》《国歌》《英雄郑成功》《袁隆平》
《湘江北去》《十八洞村》 等一大批精品
力作，其中多部经典影片是以“潇影”为
主策划和运作的。据潇影集团总经理谷
良介绍，剧本中心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新
时代电影产业发展要求，深入挖掘湖湘
文化资源， 加强题材策划和剧本创作，

充分发挥剧本策划、研发、交易、市场调
研、人才储备等职能。 中国电影家协会
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孙崇磊赞扬潇影
集团将工作重心放在创作源头———剧
本中心的建设上，下力气培育、打磨电
影文学剧本，培养、扶持青年编剧，是集
团对创作规律的尊重，对艺术初心的坚
守。他期待剧本中心能够成为潇影集团
的造血工厂，为“潇影”源源不断地输送
优秀的电影剧本和优秀的编剧人才。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曾老师，您好！ 有个问题想
请教一下”“求助，求助,12题不会
做”……每天晚上，曾丽眉会收到
一连串微信消息， 她也会不厌其
烦地回复，释疑解惑。

曾丽眉是隆回县桃花坪中学
数学教师，年过半百，在教坛耕耘
32载。

曾丽眉任教2个班， 学生人
数多，“线下”个别辅导很难实现。

为此， 近年来， 她利用微信进行
“线上”辅导，被同事们称为“微信
解题达人”。

学生遇到不会做的题， 在线
求助曾丽眉，她会利用微信视频、
文字、语音、图片等进行讲解。“学
生免了奔波之苦， 我也能及时了
解他们的学习情况， 使教学更有
针对性。 ”曾丽眉说。

曾丽眉给所教学生建了微信
群，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群里或点对
点辅导。“九年级的班级，每晚一般
会辅导20多个题目。”她告诉记者，

外班一些家长知道她微信解题的
事，有的也会发来信息求助。

曾丽眉坦言，有一段时间，微
信解题给她带来了烦恼， 影响了
正常生活。为此，她与学生及其家
长约定，晚上7时30分至8时30分
为微信解题集中时间。

微信解题后，有时会有学生家
长私发微信红包表示感谢，少则一
二十元，多则上百元。 遇到这种情
况，曾丽眉总是婉言拒绝。 她给自
己立下了规矩：绝不触碰红包。 同
时，她在群里申明“禁发红包”。 家
长会上，她还会解释，教学常规包
括5个环节———备、教、改、辅、考，
课后辅导是老师应尽的职责。

“微信解题达人”曾丽眉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通讯员
欧阳常海 记者 颜石敦） 近日，电
影《欧阳海》在桂阳县举行开机仪
式， 计划国庆期间全国同步上映，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电影《欧阳海》由湖南公益电
影传媒中心和桂阳县委、 县政府
联合摄制，围绕英雄欧阳海成长、
参军、牺牲等，展现其短暂而光辉
的一生。 摄制组将在桂阳县莲花

坪农场、舂陵江镇槐江村、樟市镇
梅塘村等地取景，影片时长约90
分钟。

导演李太岩子介绍，电影《欧
阳海》 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欧阳
海，学习他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
精神。 欧阳海是桂阳县人。 1963
年冬， 欧阳海所在部队组织野营
训练， 他带领7班担任尖兵班，处
处冲锋在前。训练进入尾声，部队

按照既定路线冒雨行军。 在经过
铁路轨道时， 由广州开往武汉的
火车鸣笛而来， 笛声使战马受惊
挣脱缰绳，驮着炮架窜上铁路，横
在中间。 眼看一场车翻人亡的惨
剧就要发生，欧阳海冲上铁路，拼
尽全力推开战马， 避免了一起严
重事故。 欧阳海因受伤抢救无效
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海被广州军区授予“爱
民模范”荣誉称号，追记一等功，
2009年还被评为“100位新中国
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电影《欧阳海》开拍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曹良海 )6月12
日，少数民族非遗题材电影《印象
花瑶》 摄制启动仪式在隆回县举
行。 该影片将以电影艺术形式推
介花瑶， 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
合。

影片讲述一位早年外出乞讨
最后留在大城市的花瑶女人， 临
终之际希望儿子将自己的骨灰带
回花瑶， 撒在老家的土地上。 儿
子带着母亲的遗嘱来到花瑶， 经
历重重磨炼， 最后留在花瑶， 成
为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影片将融入民歌、 探险等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元素， 以花瑶挑花裙
为线索， 以花瑶的山、 石、 古
树、 峡谷与自然美景为背景， 穿
插金银花、 米酒、 猪血丸子等地
方特产， 全景式展现花瑶挑花、
呜哇山歌、 七江炭花舞、 滩头年
画、 魏源思想与梅山文化等传统
文化， 情节跌宕起伏，场面宏大，
具有极强观赏性。

电影《印象花瑶》在隆回开拍

� � � �一次性使用产包（以下简称
“产包”）主要由产单、器械单等基
本配置，以及手术衣、头帽、头套、
口罩、手套、脐带绳、脐带圈等可
选配置组成，用于产科临床使用。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共收到产包可疑医疗器械不良事
件报告按事件表现分为患者伤害
和器械故障两类： ①患者伤害主
要表现为： 使用者或患者与产品

接触部位红肿疼痛， 婴儿脐部发
生感染，婴儿脐带结扎处出血，严
重者可能导致休克； ②器械故障
主要表现为：垫单、手术衣等发生
渗漏， 产包内存在异物或有可视
细菌污染，脐带绳橡皮筋断裂。

对以上导致或可能导致严重
伤害的不良事件分析表明： 使用
者或患者接触部位红肿疼痛与环
氧乙烷（灭菌残留物）对皮肤的损

害症状相似； 发生感染与产包或
手术环境的无菌程度相关； 婴儿
脐部出血与结扎脐带的组件脐带
绳橡皮筋断裂有关， 可能与结扎
操作相关，不排除产品质量问题；
垫单、 手术衣渗漏不排除产品质
量因素， 也可能与使用人员的操
作不当有关。

基于以上产品风险， 生产企
业应采取加强产品的生产质控、
严格灭菌管理、 加强用户培训等
管理及风险控制措施。 医疗机构
应加强进货检验； 医护人员应在
使用前对产品进行必要检查，及
时更换存在破损的产品。

（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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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一次性使用产包风险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成立湖南地方戏曲非遗传承工作室

潇影集团成立剧本中心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张可夫 ）近日，在湖北召开的全
国基层文联工作座谈会上，来自欧阳予倩
故里浏阳的经验被作为典型推介。中国文

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在讲话中，对浏
阳市文联健全工作机制的做法给予肯定。

近年来，浏阳市文联强基固本，积极
探索推行以“建体系，促组织发展强盛；建

队伍，促文艺人才勃兴；建机制，促文联职
能优化”为核心的“三建三促”模式，深化
文联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向心力、吸引力、
影响力，推动浏阳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目
前，浏阳市文联下辖团体会员20个，其中
全市性文艺工作者协会14个、乡镇文联6
个，个人会员达2600余人。

浏阳基层文联工作经验获推介

科研实验
进企业
6月10日， 福建福清

核电有限公司EC1环境实
验室， 南华大学的科研人
员在进行实验。 当天， 该
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温度层结条件下气
载污染物迁移扩散规律研
究》 的技术人员， 走进中
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有限
公司开展科研实验活动，
通过技术手段对在核电厂
释放的示踪剂进行实时监
测取样分析， 为科研提供
真实的监测数据保障。

隋阳 曹正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