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蒋丹）一年中秋至，又见圆月时。气象部门
预计，中秋小长假期间，湖南大部分地区天气
晴朗，抬头即可见皓月当空的美景。

连日来，“秋老虎”盘踞湖南，势头强劲。监

测显示，11日8时至12日8时，浏阳、平江等42县
市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其中醴陵、洪江等8
县市超过37摄氏度。今天，湖南高温范围进一
步扩张，炎热继续升级。

省气象台预计，在副高压掌控下，今后7天全

省都将维持晴热少雨的天气格局， 以晴天间多云
天气为主，湘西、湘南多午后对流天气。其中，13日
白天，张家界、常德、永州、郴州及株洲南部多云间
晴天， 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他地区晴天间多
云；13日晚到15日白天，湘西、湘东南多云间晴天，
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

气温方面，18日前， 湖南大部分地区高温
相伴，局部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气象
专家提醒，中秋小长假期间，湖南大部分地区
将连续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体感
闷热，假期出游或夜间赏月注意防暑降温。

中秋天气晴朗有利赏月
高温势头强劲注意防暑降温

月桂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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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波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 。”每逢中秋佳节 ，团圆与相思
总能触碰你我心尖。天涯共此时，你
在做什么？

中秋与春节、端午、清明并称为
我国四大传统节日。吴自牧在《梦粱
录》中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此日三
秋恰半 ，故谓之 ‘中秋 ’”；孟元老在
《东京梦华录》 中记载，“中秋节前，
诸店皆卖新酒 ， 重新结络门面彩
楼”；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中道，“中
秋 ，京师赏月之会 ，异于他郡 ”……
古时， 每逢中秋， 百姓都会打扫家

室、装饰店铺、购得新酒、安排盛宴。
聚餐结束后 ，男子品诗 、女子观花 、
小儿玩耍。夜深之时，在院落里摆上
香案供品， 全家人围坐一起品味月
饼瓜果，仰望天上的圆月。

如今的中秋， 过法有了许多不
同。你可能会和家人在阳台赏月，边
吃月饼边体会“小饼如嚼月，中有酥
和饴 ”的恬静 ；可能会跟亲人约好 ，
中秋夜各拍一张月亮照发到微信群
里；或是在加班间隙，用视频通话给
夫人小孩唱一曲 《十五的月亮》。我
省一些地方还专门策划了活动 ，比
如，岳阳楼连续多年举办“中秋吟诵
大会”，将名楼、古诗、明月有机地结

合起来； 长沙橘子洲举办汉服中秋
夜游活动，让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
还有的社区举办中秋团圆会， 通过
团圆会让居民相互认识、互助互爱；
有的单位在中秋开展敬老爱家评比
活动， 鼓励干部职工既干好工作又
照顾好家人。

时代在变迁， 人们对中秋文化
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一是在节日中
抒发家国情怀。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立足这样的时间节点，金
樽对月、抚今追昔、共享盛景，给人的
记忆最深刻、最鲜活，最能促人在思
考中品味传统节日的价值意义，并使
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

文化基因。二是在节日中重温家族团
圆文化。一家人围坐一堂，父母给孩
子念诵几句与月亮有关的诗词，爷爷
奶奶讲讲吴刚嫦娥的故事， 一起吃
顿团圆饭……相互陪伴、相互扶助、
相互支撑，家就是最温暖的港湾。

古时游子离家，因为书信不便，
唯有寓情于月， 无论圆缺都成为相
思的理由。斗转星移，时代巨变，家，
仍然是月下的人们最深的牵挂 ，也
是国家和社会最坚实的基石。“好时
节 ，愿得年年 ，常见中秋月 ”。中秋
夜 ，望天上月圆 、思人间圆梦 ，让家
国温情慰藉我们， 激励我们书写文
化自信。

罗立志

9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
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电视电话会
议。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中央纪委要
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继续保持高度警
惕，强化教育提醒，强化监督检查，强
化通报曝光， 对发现的节日期间 “四
风”问题快查严处，以作风建设的优异
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会议结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立即
就落实会议精神作出重要部署， 决定
在中秋、国庆期间，派出监督检查组赴
省直单位、市州开展明察暗访。

中秋、国庆接踵而来，作风建设要
盯紧。中纪委提前发出通知，节日消费
不能“姓公”，友情聚会不能违纪。这是
对党员干部的关心、提醒和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格执行“八
项规定”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常规
动作”， 但总有个别党员干部政治站
位不高，身子进入了新时代，思想仍
停留在过去， 总认为不就是一杯酒、
一顿饭吗？有必要这样较真吗？习近平

总书记早已告诫全党：“中央八项规
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
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正风肃纪是
一项永恒的政治任务，任何党员干部
不得心存侥幸。

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把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突出问题作为专项整治的重要
内容，为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注入了强
大动力。省纪委监委这次针对中秋、
国庆开展的专项监督检查， 将持续
强化执纪问责，对顶风违纪者，发现
一起 、查处一起 ，抓早抓小 ；对专项
监督检查中敷衍塞责、 弄虚作假或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严重的
地区 、部门或单位 ，严肃追究责任 。
同时， 还将加大对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力度，形
成强有力的震慑效应。这些规定，就是
“红线”“高压线”。

“节点”就是“考点”。纠治“四风”
盯住一个一个节点， 一年接着一年
抓，持续在长和常、严和实、深和细上
下功夫，定能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
风成俗。

徐建辉

9月12日， 备受社会各方关注的
“大学生诉上海迪士尼乐园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主持下调解结案。原、被告双方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上海国际主
题乐园有限公司补偿原告王洁莹人
民币50元 (当庭给付 )。该调解协议已
经双方当事人签收生效。

虽然不是诉讼判决而是庭前调
解，虽然只是补偿了50元，但这场调
解的意义却着实不小。对于大学生原
告来说， 善于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利
用专业知识， 倒逼企业规范经营，纠
偏不合理条款，称得上是一次理论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维权案例。相信此
案会给当事人乃至社会带来良好影
响，让普通老百姓看到利用法律武器
维护合法权益的成功示范。

这桩案件同时也说明， 只要有
理，只要合法，每个人都可以运用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照样可以与大
型公司平等对话。建立一个和谐的消

费环境，离不开每一位消费者的用心
守护。

王洁莹这次与上海迪士尼的“硬
碰硬”，引来了舆论对于园方“强行翻
包”“禁带外食”等霸王条款的持续关
注。就在日前，上海迪士尼方面宣布
将对部分规定和安检流程进行优化：
一是解禁了食品外带问题，二是将工
作人员强行翻包改为让游客自行翻
包， 三是将安装安检仪之事后推到
“未来”。

这样的改变，一方面说明园方正
面回应社会关注，努力满足不同游客
的需求。但这种看似有些迫于舆论压
力、“挤牙膏式”的应对，能否得到消
费者买账还是未知数，而且越细致的
规定给后续执行环节带来的压力越
大，上海迪士尼面临的本土化挑战将
只增不减。

当然，上海迪士尼为维护乐园的
环境和氛围，通过较严格的规定选择
自己的顾客群体是一个市场化的行
为。 如果调整后的规定合法合理，也
不应对经营方过于苛责。

罗志华

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应该注意
哪些问题、 如何规避高风险药物
的风险、 哺乳期妇女如何安全用
药……安全用药对不少人来说 ，
还真的是一个难题。 经过前期试
点和充分准备， 北京22家市属医
院已于8月起全面开设药学门诊，
为患者用药指导开通门诊服务通
道。截至目前，全市已开设药学门
诊68个。

如今，医院科室越分越细，好
处是术业有专攻， 单一疾病研究
得更透彻。但伴随而来的问题是，
医生过于集中于单一疾病， 对其
它疾病了解不足， 在开药时容易
顾此失彼。 以前， 大内科医生开
药，会考虑患者所有内科疾病，但
现在医生通常是各看各的病 ，各
开各的药。患有多种疾病的患者，
同时服用五六种甚至更多药品 ，
是常见现象。在这些药中，难免会
出现重复或相互冲突等问题 ，假
如没有人进行统筹协调， 安全用
药就容易引发问题。

药学门诊的作用不容低估。比
如，特拉唑嗪对治疗前列腺增生有
特效，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到泌尿外

科看病时，医生很可能为他开这种
药。 假如他同时患有高血压病，内
科医生很可能选用降压药。单独来
看， 两位医生的处方都不会有问
题，但到了药学门诊，药师就会发
现， 特拉唑嗪具有极强的降压作
用，必须统筹考虑两种疾病来灵活
用药。类似情况还很多。此外，开设
药学门诊还可以实施毒副作用监
测、指导高风险用药等。

当然也要看到，药学门诊的发
展还面临不少难题。《处方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药师经处方
审核后， 认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
应当告知处方医师，请其确认或者
重新开具处方。 药师没有处方权，
为处方纠错可以，向患者提建议也
行，但当前还无法按照自己的意见
优化处方，即使为处方纠错，也需
告知医师，由医师修改。假如严格
按此操作，会造成药学门诊的效率
低下。

药学门诊的健康发展 ， 需要
明确的规则保驾护航。 既应赋予
药师修改处方的一定权限， 又要
避免影响到医师的合理诊疗 。让
医生和药师实现内在融合与相互
提升， 方能共同为患者提供优质
的医药服务。

香车美女 、豪宅美食 、名人
明星……当这些“高大上”的内容
出现在你朋友圈时 ，你有没有想
过 ，它们也许只是通过几元钱购
买 的 “炫 富 ”素 材 ？媒 体 调 查 发
现 ，“朋友圈炫富 ”素材买卖已形
成产业链 ， 只需不到10元钱 ，就
可拥有大量视频及照片 ，不仅可

以打造 “土豪 ”生活 ，美女帅哥头
像也可以随便换 。

朋友圈炫富产业链的背后，既
有人们的虚荣心作祟，也有逐利的
商家推波助澜。孳生在这条产业链
上的 “富”， 其实是 “镜中花水中
月”，实在不值得在朋友圈“炫”。

文/图 王怀申

“节点”就是“考点”

这场调解的意义远超金钱本身

月明中秋，以家国温情慰藉人心

用药有难题
药学门诊来帮忙

新闻漫画

“买来”的朋友圈，不值得“炫”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邱江华 张移珍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月饼依
然是中秋节消费市场的主角。记者近日在
长沙市场走访发现，传统月饼以经典口味
依旧占据市场主流，也不乏一些新品牌异
军突起，悄然“俘虏”了年轻消费者的心。

线上线下月饼销售火爆，
传统中式糕点再度兴盛

随着生产厂商不断创新，电商和物流
的发达带来空前的选择自由， 促成了月
饼、 绿豆糕等中式糕点消费的再度兴盛。
连日来，记者在长沙市场走访发现，大卖
场的月饼柜台消费者聚集，部分老字号手
工作坊、新式西饼屋、糕点工厂月饼销售
也十分火爆。 多家电商平台统计显示，节
前月饼销量同比大增，广式月饼依旧称霸
市场。

9月12日， 记者在长沙五一商圈、沃
尔玛五一广场店等大型超市看到，到处悬
挂着中秋月饼广告，节日气氛浓郁。

众多品牌月饼中，主流还是传统老品
牌，包装以盒装为主，大气端庄，如华美月
饼、广州酒家等。“买来送礼，传统老牌总
不会出错。” 市民肖女士的购物车里装了
5盒月饼，她告诉记者，不管是送人还是
自家品尝，传统月饼的口味和寓意都更加
经典。

超市是月饼销售的主打卖场，街头上
一些手工作坊、新式西饼屋、糕饼铺也不
缺人气，像鲍师傅、巢娭毑店门口总是早
早就排起了长队。这些小店售卖的月饼在
包装上并不讲究， 简单用一层油纸包裹，
散装称重，但凭借独特的口味和平民化的
价格打动了不少消费者。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日前发布数据显
示，节前两周全国月饼销量是去年同期的
1.52倍，而月饼、糕点类礼券的销量为去
年同期的2.6倍。

在新电商平台拼多多上，月饼持续热
卖。今年以来，湖南地区的消费者在拼多
多上购买的月饼订单数相比去年同期超
过120%。拼多多数据显示，湖南消费者目
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广式月饼中的蛋黄
莲蓉、五仁、芝麻等口味。其中部分老式冰
糖酥皮月饼、葱油月饼在常德、株洲等地
拥有一定的拥趸。

在线导购平台返利网发布消费数据
也显示，中秋节前，绿豆糕、蛋黄酥等新中
式糕点销量增幅显著；传统月饼中，广式
月饼销量占比最高，占比近六成。数据显
示，湖南人最爱的也是广式月饼，贡献了
全国11.8%的销售额；此外，湖南人对绿
豆糕也情有独钟，尤其是桂花味绿豆糕。

新式月饼个性足颜值高，
与传统月饼各领风骚

月饼年年有，今年大不同。传统品牌月
饼占据着主要消费市场，但也有许多新品牌

“跨界”入局，进军月饼市场分一杯羹。
在长沙步步高超市门店，除了传统月

饼外，近年来流行的流心、冰皮类月饼比
重也在增加，迪士尼、好时等年轻化、高颜
值新品很受欢迎。

记者在月饼货架看到，今年的迪士尼
月饼采用的是中国风设计，外包装为传统
中国红，米奇造型镶嵌其中，底纹为传统
纹饰祥云图，颇具东方神韵。门店负责人
介绍，月饼销量最好的，价格在150元至
200元左右；散装月饼也很受欢迎。

越来越多商家在月饼口味与包装上
追求创新。 月饼馅早已不局限于火腿、五
仁、莲蓉、豆沙、蛋黄等传统口味，榴莲月
饼、小龙虾月饼、麻辣牛肉月饼等新口味
层出不穷。在仟吉、罗莎等新式西饼屋，颜
色更雅致、“体型”更秀气的月饼显得不那
么肥厚热闹，而颇有点“小清新”了。星巴
克、喜茶等品牌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月饼礼
盒套装，在造型、口味、包装上花尽心思。

“健康时尚、营养美味、富有文化内
涵、 个性定制等将成为新产品开发的方
向。”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日前
发布了2019中国月饼行业发展趋势报
告， 称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不容忽
视，时尚的新品种、新包装、新理念、新口
味的月饼销量将有所增加。

拼多多电商平台数据也显示，除了传
统的蛋黄、豆沙、五仁等月饼热销外，新式
的冰皮月饼、健康的无糖月饼今年订单量
也稳步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大量“新玩家”加
入，月饼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也促使传
统月饼企业持续加大产品创新。

月饼手中拿，共庆人间好时节。传统
月饼与新式月饼各领风骚，满载着浓厚的
仪式感和情谊。分一块月饼，聚一家团圆，
月饼便是对中秋最好的祝福了。

小饼如嚼月，今秋味更新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刘清麟）9月12日，2019年湖南技能
大赛———全省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在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省12个市州
的56名选手将开展为期3天的技能大比拼。

此次竞赛由省工信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省教育厅、省总工会、团省委共同主
办，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竞赛采取个
人赛的形式，分职工组、教师组和学生组，竞赛
内容包含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旨在通
过技能大赛的形式，检验我省工业机器人与自
动化产业职工及相关院校师生在调试、操控工

业机器人等方面的技能水平。以竞赛促人才培
养、以竞赛促技能提高，引领工业机器人技术
领域不断涌现优秀技能人才，促进我省工业机
器人产业发展。

据了解，该项竞赛已连续两届在湖南理工
职业技术学院举办。近年来，该学院组建了全
省首个智能制造学院、首个新能源学院，全新
开设的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一批市场急需专
业已成功立项为全省一流特色专业群。

全省工业机器人技能大赛举行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在健康饮食风气带动下，人们不敢多吃月
饼，但中秋圆月，却总是那么动人、深情，叫人
怎么也赏不尽、看不完。

9月11日，中国气象网发布2019中秋节赏
月指数预测。 担心雨水侵扰赏月雅兴的人们，
大可松一口气，中秋期间，我省天气晴好，只需
抬头，即可观赏皓月当空的美景。

人们一年要迎来10多次满月，为何独爱中
秋月？

“明月四时好，何事喜中秋？”南宋丞相、词
人京镗也发出如此疑问，他随后解释：“星斗避
光彩，风露助清幽。”在这个时节，湿气已去，沙
尘未起，天空纯净，尤其是“月上中天”（大概在
23时至凌晨1时左右）之际，月光穿过的大气层
最薄， 满天星斗在皎洁的月光下羞于现身，秋
风露水也为其添上一抹清幽的雅致。

长沙市气象局预告，中秋期间，长沙的“月
上中天时”将出现在14日0时10分，此时月光
最为明亮，是观月的最佳时机。

何时能看到最圆的中秋月呢？ 俗语道：十
五的月亮十六圆。

实际上，这句俗语并不总是准确。古人唤
新月为“朔”，称圆月为“望”，根据月球绕地球
运转的状况，“望”或许准时，或许迟到。因此，
农历十五的月亮也许在农历十六圆，也可能在
农历十七圆，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一直在赶来
的路上，告慰期盼月圆与团聚的人们。

今年农历八月，“望”的时刻出现在农历十
六。根据预告，今年中秋期间，月亮最圆时刻，
将出现在14日12时33分。

尽管今年中秋月的最圆之时在白天，但当
晚的月亮，同样值得人们摆出月饼、花生、西瓜
等供月果品，和家人朋友畅谈观赏。

山间明月，江上清风，潇湘月圆之时，山水

洲城长沙多的是赏月胜地。
若想离月亮更近些，岳麓山是长沙城里的

不二之选，穿过枫树林，身披桂花香，于亭台长
廊小憩，月亮就悬在山顶一端。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步行于柳丝
飞扬的橘子洲头，看月亮倒映在湘江，被游轮
犁开复又合拢，也别有一番韵味。

据宋朱翌《曲消旧闻》中的说法：“中秋玩
月，不知起于何时，考古人赋诗，则始于杜子
美。”今人尽可边吟诵着杜甫的“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边登上杜甫江阁，寻古人之思，
赏江上明月。

喜欢安静的人们可驾车前往石燕湖，在群
山怀抱中与月亮进行一次私密的交谈；还可以
携家人，带帐篷，到大围山山顶来一次露营，伴
着月光入眠。

中秋如期而至，不管去哪里，抬头，总能看
到光亮；回家，就是人月团圆。

动人莫过潇湘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