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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李叶 李维）记者昨天从2019第七届“艺术
长沙”信息通报会上获悉，2019第七届“艺术
长沙”双年展将于12月7日在湖南省博物馆开
幕。与以往不同，本次展览不局限于一个展馆，
而是首次推出了“三馆一线”的参观新形式。

本次展览由长沙市政府、 湖南广播电视
台、湖南省博物馆主办，选取了在中国当代艺
术界有影响力且有强烈个人特色的10位艺术
家，集中展示其在艺术观念、艺术语言、艺术表

现形式上的突破。 他们将通过多种形式的艺术
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同
时，尝试运用不同的艺术材料和技法，倡导开
放、多元、包容的艺术观念，探索跨界融合发展。

展览策展团队阵容强大。 由湖南省博物
馆馆长段晓明担任总策划， 湖南省博物馆副
馆长、研究员陈叙良担任总策展人，国内知名
理论家或美术馆馆长舒可文、鲁虹、吴洪亮分
别担任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博物馆、湖南省谭
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3个展区的执行策展人。

湖南省博物馆展区将举办罗中立、段建
伟油画展和杨茂源、何岸、梁远苇综合作品
展，长沙博物馆展区将举办王迈、傅瑶个人
艺术展，湖南省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区
将举办李津、刘庆和、武艺当代水墨展。观众
可以此为顺序，开展由南向北的“三馆一线”
艺术之旅。

此外，由中南传媒、湖南美术出版社主
办，美仑美术馆承办的“艺术长沙”平行展将
同期举行。

� � � �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丽丽） 昨天，“童心向祖国”———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少儿美术作品联展第
二站在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启动，将展出
至10月19日。

本次活动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
书馆分会主办，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河南

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重庆少年儿童图书馆、福
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
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7家公共图书馆共同承办， 共展出全国
联展作品70幅，同步展出优秀读者作品（含陶
制系列作品）100幅（块）。 期间，还将展出湖南
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今年以来组织的“书中景致

我来画”童心向祖国美术创作作品。
活动期间，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专门

开放了全新的小读者阅创空间，将以“地方
特色文化传承、伟大祖国建设成就、讲述中
国好故事”为主要内容，开展4场与展览有关
的实践活动。此外，10月12日至14日，少儿数
字阅读指导工作论坛在该馆举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贺建湘

郴州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办好每一所学
校，成就每一个孩子，幸福每一个家庭”作为
方向，坚持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全市
11个县（市、区）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市、区）评估认定，完成了省第三
轮县级政府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7
个县（市、区）政府获优秀等次。

“办好每一所学校”就是要把教育优先发
展落到实处。这些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决定》《关
于进一步推动教育优先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发展先发展教育， 建设先
建设学校”得到贯彻落实。

“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让他们在优美的
校园里接受教育。这些年来，郴州以解决“城市
学校太挤、农村学校太弱”问题为切入点，大力
推进教育项目建设。完成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
设1567所（含村小和教学点），在全省率先完成
完全小学以上合格学校创建工作；对全市1500
所学校进行“全面改薄”，全部达到“改薄20条
底线要求”，成效居全省前列；全市新建义务教
育学校62所，新增学位23.6万多个，化解大班额
7984个。 目前，11个县（市、区）全部完成了湖南
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县”的创建工作，844个
教学点全部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100%

的乡镇中心完小以上学校实现了10兆以上互
联网宽带接入，通过网络远程授课，农村孩子
足不出校就能享受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硬件改善了， 教师资源配置必须要跟得
上，近几年共有19694人加入中小学教师队伍。
2008年在全省率先启动了农村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市州项目计划”，其中毕业的1826名教师
已经全部走上了农村教育岗位；2018年， 又与
湘南学院开展战略合作，启动了农村初中紧缺
学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市州项目计划。市本级
财政还每年安排至少6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教
师培训，培训在职教师101427人次；组织交流
教师和校长16738人次，永兴县、嘉禾县成为全
省教师和校长轮岗交流工作的试点县。

有了老师，没有待遇是留不住人的。郴州
全面落实农村教师人才津贴 （乡村教师人才
津贴）和乡镇工作补贴，吸引更多教师在农村
从教。 同时，从2015年起，郴州市设立了郴州
教育突出贡献奖，先后对125名教师进行了每
人10万元的奖励；每年召开“最美教师”“最美
教育工作者”“最可爱的乡村教师”等表彰，营
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长期不懈的努力， 郴州市先后涌现在全
省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郴县经验”、资兴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经验、 桂阳督学责任区经
验等，郴州教育信息化试点、青少年法制教育
工作被评为全国先进。

� � �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龙文泱）在
文旅融合的道路上，非遗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10月13日，“追逐非遗的诗和远方” 新文旅·
新融合系列名家沙龙第二期在长沙雨花非遗
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湖南日报
社共同主办，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 省内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建言献策。

活动的举办地长沙雨花非遗馆聚集了中
国书法、剪纸等世界级非遗项目10个，湘绣等
国家级非遗项目55个。 该馆首创的中国“非遗+”
活态传承发展模式，将非遗及其衍生品与现代
生活和旅游接轨，使其成为市民游客“家门口
的诗和远方”。 非遗记录者与保护者、乡村文化

复兴先锋李锋，花了10多年的时间用镜头拍摄
了200多个非遗项目， 跟拍了70多位非遗传承
人。 他认为，应将更多的视角投入到非遗的发
源地。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剑表示，通过建
立非遗展示馆集中展示非遗项目的开发型融
合、将非遗项目融入节庆活动和表演的体验型
融合、文创型融合3种路径，能够从不同方面促
进文旅融合。

此外，为拓展湖南文化旅游的年轻力量，
征集更多新鲜观点，“新文旅·新融合”名家沙
龙还设计了“文旅课代表”环节，在湖南高校
发动征集，每期遴选出来的4名优秀“文旅课
代表”发表文旅主题演讲。 本次活动的“文旅
课代表”来自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 � �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慈柳）6岁半的浩浩（化名）4年来
反复抽搐甚至出现昏迷， 辗转多家医院未
能确诊。 记者今天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
悉，专家团队确诊其为FOLR1基因导致的
原发性脑叶酸缺乏症。 据悉， 该病极为罕
见，全球仅报道了20余例，浩浩为中国首
例。

浩浩2岁时发了一次高烧， 出现了抽
搐，持续了近半个小时。 从那时起，他就反
复发作抽搐，家人带他辗转多家医院，都被
诊断为“热性惊厥”“病毒性脑炎”，治疗效
果不明显。

湘雅医院小儿神经专科医生接诊浩浩
后，仔细询问病史，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原来，浩浩从小就智力运动发育落后，有持
物不稳、走路易摔跤、多动等症状。 此外，浩
浩有明显的小头畸形， 影像学检查提示颅
内已有多发软化灶形成， 大脑已出现了多

次严重损伤。 专家团队考虑，浩浩的多次惊
厥状态，很可能与遗传代谢相关疾病有关。

遗传学检查证实了专家的猜测。 结果
提示，浩浩存在FOLR1基因的纯合变异。 结
合浩浩的临床症状、影像特点、脑脊液四氢
叶酸浓度明显低于正常， 专家团队诊断其
为FOLR1基因导致的原发性脑叶酸缺乏
症。 幸运的是，该病可以治疗，药物也不贵。
药物治疗后，浩浩走路持物不稳、流涎等症
状逐渐好转，发热时也没有抽搐发作了。

“如果更早诊断出来，浩浩的治疗效果
可能会更好， 甚至可以达到正常孩子的生
活质量。”湘雅医院小儿神经专科主任彭镜
教授表示， 儿童神经系统疾病严重影响患
儿身心健康， 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于临床表
现不典型易被误诊， 如果小朋友出生后存
在不明原因的发育落后、共济失调、惊厥、
肌张力异常等情况， 最好能尽早到有小儿
神经专科的医院就诊，以免延误治疗时机。

上百名中医骨科骨干
齐聚浏阳社港
学习“江氏正骨术”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暨诚姿）12日， 由省中医药管理局牵头组织，
来自全省各级公立中医院骨伤科的100多名
骨干来到浏阳市社港镇，学习交流“江氏正骨
术”。 这也是“江氏正骨术”首次集中对外交
流。

“江氏正骨术”始于清末，为江丕佑所创，
经100多年四代传承与探索， 已形成一个较
为完整的正骨技术体系，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1957年，以“江氏正骨术”为
特色的浏阳骨伤科医院在社港成立，2018年
门诊接待量达到35万人次， 并通过二级甲等
医药验收。

据了解，自2013年以来，省中医药管理
局面向全省，收集、整理、遴选确定了27项中
医药专长绝技。 今年，该局筛选出“江氏正骨
术”等4项技术向全省推广，并已举办常宁南
詹正骨、新邵孙氏正骨、金侨任氏防治脑中风
综合疗法等专长绝技培训班，反响良好。

办好每一所学校 成就每一个孩子
幸福每一个家庭

探讨非遗+文旅融合新路径
新文旅·新融合系列名家沙龙第二期举行

第七届“艺术长沙”双年展将亮相
首次推出“三馆一线” 参观新形式

七省市少年儿童优秀美术作品展走进长沙

六龄童反复抽搐的病因找到了
湘雅医院确诊全国首例FOLR1基因导致的原发性

脑叶酸缺乏症

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