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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花燕 郑涛 ）我省将出“大招”
降低药品耗材价格。 10月16日，记者从在
浏阳市召开的湖南省深化综合医改重点
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我省将按照国家要
求落实“4+7”药品带量采购，在全国率先
开展抗菌药物带量集中采购， 开展治理
高值医用耗材改革， 以压缩药品耗材虚
高价格为突破口，深化“三医联动”。

省医改办专职副主任、 省卫健委副
巡视员王湘生介绍， 我省作为综合医改

试点省，将按照国务院医改领导小
组对试点省的工作要求，大力推广
三明医改经验，实行药品带量集中
采购，让药品价格回归，切实减轻
医保和老百姓医药费用负担。 下阶
段，我省将以压缩药品耗材虚高价

格为突破口，同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
联动，改革创新薪酬分配和监督考核，推
动资源下沉和服务模式转变。

阿莫西林等抗菌药物，临床用量大、价
格“水分”多。据悉，我省将在全国率先开展
抗菌药物带量集中采购，通过量价挂钩、以
量换价，既给生产企业稳定的销售预期，又
消除流通领域产生高额费用的根源， 进而
降低中标价格、净化行业生态。

2018年， 国家在11个城市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试点（简称“4+7”药品带量采
购），以完善带量采购方法换取更优惠的
价格，减少药品购销过程中的灰色空间，
推动合理药价形成。 根据要求，我省今年
将全面落实国家“4+7”扩围方案，对国家
“4+7” 采购的25个中选药品全部纳入采
购范围，预计降价幅度较大。

临床用量大、金额高、竞争性强的血
管介入类、骨科植入类、眼科类部分高值
医用耗材，也将通过带量采购谈判议价，
挤掉“水分”。 记者从会上获悉，继全省公
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之后， 我省下阶段
将通过开展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取
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 实现公
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零差率”销售，高
值医用耗材销售价格按采购价格执行。

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涂碧波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下，我市教育发展态势良好，整体发展水平处于
全省领先位置。 2017年，所有区县市通过了“国家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和全省第三轮“两项督导评
估”认定；基础教育质量、精准助学、空军招飞、薄
弱学校改造等多项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较
大影响。 常德教育已成为全市人民引以为豪的一
块“金字招牌”。

虽然我市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
但还存在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薄弱环节。 市
委、市政府瞄准教育短板，决定从2019年开始，启
动新一轮农村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确保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取
得实质性突破。

三年行动的总体目标，就是要通过三年努力，
使全市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得到全面改善， 城乡学
校布局更加合理，农村教师住房问题基本解决，所
有农村学校食堂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农村地区实
现“一乡镇一塑胶运动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吸引更多的年轻教师服务
乡村、扎根乡村，让偏远乡村学校引得进人才，留
得住人才，教师和学生有幸福感和自豪感，当地的
人民群众有获得感。

根据这一总体目标，我们确定了三大工程：一
是农村教师周转房建设工程，三年计划投资约2.9
亿元，新建教师周转房3300多套，基本解决农村教
师“无住房、住房差”的问题。二是农村学校塑胶运
动场建设工程，三年计划投资约3.2亿元，新建塑
胶运动场105个，确保每个乡镇有1个高标准、高质
量的塑胶运动场。 三是农村学校食堂达标建设工
程，三年计划投资约1.6亿元，新建和改扩建学生
食堂114个，确保每所农村学校食堂达到国家规定
标准。

2019年是三年行动的开局之年， 抓好项目的
启动，对于圆满完成三年行动任务至关重要。 2019
年要建成教师周转房1500多套、 塑胶运动场50多
个、学生食堂40多个，完成投资约4亿元。

农村学校建设三年行动， 是继教育三年攻坚
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学校建设行动。 全市要形成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联合行动、公众广泛参与、共
同协力攻坚的工作格局。 各区县市及相关部门要
认真分解目标，倒排工作时间，确保各项任务按时
完成。 市财政设立农村学校建设三年行动专项资
金，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按实际投入30%的标准
给予补助。 市政府将农村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纳入县市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重要考核指标，
考核结果将作为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的重要
依据，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陈薇

歌唱湖南，曲诉乡情。 10月15日晚，
“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 专场音
乐会在湖南广播电视台大众传媒节目基
地演播厅举行。

经典触动人心
这是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让人热血沸腾

又柔情满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湘大地
日新月异。她的巨变，一代代人见证，一代代
人记录，音乐是最令人感怀的方式之一。

湖南是文化大省、音乐大省，孕育了
许多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田汉、贺绿汀是共
和国的音乐奠基人之一，白诚仁、何纪光、
李谷一等音乐家享誉国内外。 湖南这方土
地产生了《浏阳河》《挑担茶叶上北京》《小
背篓》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音乐经典。

15日晚的音乐会，在田汉作词的《义
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起来！不愿做
奴隶的人们！ ”铿锵有力的词曲，瞬间把
人们带回那个热血的年代。

紧接着，在《锦绣潇湘》《美好生活》
《逐梦路上》3个篇章中，一首首带着湖湘
韵味的歌曲， 带领人们游弋于音乐的海
洋，畅享70年湖湘变迁之美。

“湖南的金曲如此之多，今晚名家荟萃，
经典云集，但我们看到的还只是湖南音乐星
空的一角。 ”本次音乐会总导演秦明感慨颇

深。他说，举办这次音乐会，整个团队收获颇
多， 不仅全面立体地认识了湖南的音乐，团
队还采访到了很多老一辈的艺术家，艺术家
们的敬业精神让年轻一辈感动。

秦明说：“我们总说，要创作有温度、
有高度的作品。 老一辈艺术家充满着感
情走遍湖湘大地，深入了解时代的点滴，
作品自然深刻又感人。 ”

歌唱家刘一祯也建议观众， 静下心
来多听听这些经典歌曲， 它们既有思想
的感染力，又有动人的艺术之美。

充满湘情湘韵
“湖南人唱湖南歌， 唱出了湘情湘

韵。 ”正如15日晚音乐会的表演嘉宾易秒
英所言， 此次评选出的湖南金曲都有浓
郁的湖湘特色。

从歌词内容来看， 入选金曲从不同角
度展示了湖南之美：《八百里洞庭美如画》
形象地描绘出了洞庭湖如诗如画的美景，
营造了极富艺术魅力的氛围；《辣妹子》生
动地表现出湘妹子火辣多情的个性， 展现
出湖湘人民无辣不欢、豪爽泼辣的性情。

从旋律来看， 入选金曲根植于湖南民
间音乐沃土：《小背篓》 以桑植民歌曲调为
蓝本创作，《浏阳河》 有着浓郁的湖南花鼓
戏韵味。

特别是《浏阳河》，极具湖湘特色。接受
采访的演唱嘉宾几乎人人都要谈一谈自己

和这首歌的情缘，并唱上几句。 易烊千玺
说：“每次回湘过年， 爷爷奶奶都喜欢唱
《浏阳河》。 ”在音乐会舞台上演唱《浏阳
河》 的嘉宾张也回顾了这首歌的原唱、恩
师李谷一对她的谆谆教导：浏阳河的“河”
字、出了个毛泽东的“出”字，都要按照长沙
话咬字发音， 方显湖南特色。 张也激动地
说：“《浏阳河》里流淌的，都是湖南人的浓
浓乡情与满满自豪。 ”

歌唱时代变化
“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活

动既是回顾和总结70年来湖南的音乐创
作成就，也是对湖南一系列新成就、新面
貌、新生活的艺术再现和音乐表达。

“化初心为真爱，点亮盏盏心灯。 从
此大山深处，多了知心知心的人，铺开美
好蓝图，指点致富迷津……”由陈香水演
唱的歌曲《牵着春风进山村》，讲述了扶
贫干部与群众吃住在一起， 倾听人民呼
声，了解群众疾苦，把党的政策和温暖送
入千家万户的感人故事。

“牵着春风进山村，山路变成康庄道”
这句歌词正是湖南精准扶贫的写照。 作为
精准扶贫的首倡地，6年来， 湖南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作行动， 带领乡亲们
摆脱贫困，目前已有684万人脱贫，在2020
年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奔驰在祖国
大地上》，通过成功脱贫的苗寨村民乘坐
高铁向车窗外眺望的独特视角， 描绘了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壮丽画
卷，讴歌了日益富强的新时代，抒发了人
民群众追求伟大中国梦的壮志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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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农村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

湖南出“大招”降低药品耗材价格

歌唱湖南，曲诉乡情
———“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专场音乐会侧记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张杨
通讯员 李叶）今天，由中国文物学会纺织文物专
业委员会、湖南省博物馆主办的“楚风汉韵—中国
文物学会纺织文物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研讨
会”在长沙开幕。 据相关专家透露，长沙马王堆汉
墓的3件珍贵出土文物素纱单衣、印花敷彩纱丝绵
袍、香枕，已成功仿制。

2017年，南京云锦研究所受湖南省博物馆委
托，对6件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进行仿制。 本次会
议中，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中心经理、南京市工艺
美术大师杨冀元披露了仿制素纱单衣、 印花敷彩
纱丝绵袍、香枕的关键点。

仿制的素纱单衣为两件中的直裾素纱单衣，
最大难点在于原文物仅重49克。 在长期研究的基
础上， 研究人员找到关键原因是现在的蚕比汉代
的蚕胖，吐出来的丝更粗。于是，他们从复原蚕、织

机等汉代织造条件的角度， 首次仿制出一件重量
约49克的素纱单衣。

在杨冀元看来，仿制印花敷彩纱丝绵袍比素纱单
衣更难，因为要在素纱上用印花工艺，连印带绘描绘
出7层色彩图案。 由于年代久远，颜料出现渗透，在素
纱底层形成了有规则的晕， 呈现出历史的沧桑感，这
个颜色经过多次实验才调配成功。 此外，每一层的纹
样非常细小，绘制要有极大的耐心。

“这3件文物所涉及的面料是西汉时期的常规
面料，难度主要在于织造非常精致，有诸多难以观
察到和仿制的细节。 ”杨冀元说，如第3件香枕，表
面上看就是黄褐色的布料上绣了橘红色的茱萸
纹。实际上，茱萸纹周围有一层肉眼难以观察到的
暗纹，要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

据悉，另外3件文物仿制工作进展顺利，将于
今年年底完成。

长沙马王堆汉墓3件珍贵文物仿制成功
汉代复杂工艺令人惊叹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