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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杨庆怀） 近日，2019年湘鄂赣皖四省公共
图书馆联盟巡回讲座“乡愁四韵———湘鄂赣
皖名镇名村文化解读”最后一站走进长沙，在
湖南图书馆开讲。

湘鄂赣皖四省公共图书馆联盟巡回讲座
由湖南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江西省图书
馆、安徽省图书馆联合举办，已有7届。本届巡
讲是文旅融合后的首次巡讲， 以文旅相融的

视野， 重新审视和挖掘四省名镇名村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背景。

“莫让名镇名村空壳化、 概念化、 脸谱
化。”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梁洪生说，中国名镇名村各有鲜明特色，可通
过电子化手段保存乡村中的家谱、走访手艺人
等手段，保存好蕴含于乡村中的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湖南著名作家、清史学者谭伯牛通过详解
娄底市杨市镇的湘军故居群，指出湘军文化是

湖南现代文化的源头。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
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等组成的中国“土司
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湖北省文旅厅文物
保护与考古处处长陈飞说，遗址能够良好保存，
是因为数百年来，该地村民世代传承祖先守卫
唐崖土司城遗址一诺千金的美德。安徽大学旅
游管理系副主任蒋海萍则介绍了安徽通过将
非遗文化、农业文化等多种文化与旅游结合，取
得良好成效的生动案例。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李景兰 陆杏聪）近日，由半月谈杂志社举办
的“第二届社会发展高峰会·2019文旅产业资
源链接会”在京召开。会上，发布了全国“2019
品牌文旅榜”， 我省醴陵市、 新化县上榜。其
中， 醴陵市获“2019中国文旅产业最具开发
（投资）价值县（市、区）”荣誉称号。

醴陵位于我省东部，“三高”（沪昆高速、岳

汝高速、莲株高速）、“三铁”（沪昆高铁、沪昆铁
路、醴茶铁路）在此交织成网，因盛产陶瓷、花炮
而享誉国内外。该市境内风光旖旎，景色宜人，
百里渌水奔流不息、百里罗霄山脉连绵起伏、百
处自然景观错落有致、百年热血人文万众景仰，
还有书院春秋、古桥芳洲、沩山洞天、云岩禅音、
官庄平湖、五彩瓷谷、耿祠荷风、仙山望岳、芋园
积翠等醴陵美景恢宏壮观。

近年来，醴陵市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致力打造全国首家瓷文化主题旅游目的
地。今年，该市与北京国艺中联文投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笔克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等10余家公司积极对接，签订文旅合作框
架协议7个，预计总投资7.5亿。前9个月，全市接
待游客552.45万人次，同比增长17.57%，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62.71亿元，同比增长18.57%。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11月2日清晨，西藏山南市隆子县，气
温零下3摄氏度。

随着一声清脆有力的“出发”口令，常德
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14名队员，启程前往加
玉乡庞村。 他们要在那里为藏族同胞开展义
诊，并送去价值5万多元的御寒物资和药品。

连绵的雪山脚下，50多公里山路崎岖
不平，车队一路前行，扬起滚滚尘土。

隆子县是常德市的对口支援县， 海拔
高、环境差、面积大，共有11个乡镇，其中不
乏边境乡镇。受自然条件限制，百姓就医较
为困难。今年10月底，常德市第九批援藏
工作队决定在规定的工作任务之外， 开展
覆盖全县的大规模义诊活动。

加玉乡庞村是义诊活动的第3站。 因受
大面积山体滑坡地质灾害影响，全村200多
人暂时搬迁至临时安置点。由于新家园建设
尚未完工，村民们今年需在帐篷里过冬。

这个安置点位于半山腰，交通状况差，
运送车辆难以通行。队伍刚到山脚下，就受
到当地同胞的热烈欢迎，大家肩扛手提，合

力将义诊设备、 药物及103台藏式火炉搬
运至临时安置点。

没有合适的室内场地， 义诊便在露天
进行。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队员们脸上生疼，
乡干部看在眼里， 想办法为大家弄来了几
顶鸭舌帽。

当天， 援藏工作队在该村义诊150余
人次，发放价值近两万元的药品，同时还为
加玉乡卫生院及邻近的卡布村卫生室赠送
了部分常见病诊治药品。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闫
振升， 援藏期间担任西藏隆子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义诊现场，一位藏族老妇人风尘仆
仆赶来，为他献上洁白的哈达。原来，2017
年闫医生为她做过手术，治好了她的骨折。
听说义诊队伍来了，老人特意远道赶来，恰
好遇到了恩人。

25年风雪援藏路，常德隆子心连心。下
乡义诊，是常德市医疗工作队援藏的传统，
深受当地藏民欢迎， 此次义诊范围和力度
更是历年之最。援藏队员纷纷表示，将继续
以实际行动诠释“奉献”精神，合力推进援
藏工作稳步扎实进行。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苏
晓玲）在刚刚结束的第36届中国物理奥林匹克竞
赛上，湖南学子交出了一份傲人的答卷，有7人入
选国家集训队，冲击明年的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
赛奖牌，其中湖南师大附中4人、长沙市一中1人、
雅礼中学1人、长郡中学1人。湖南师大附中学生
谢荣靖以324.1分位居全国总分第一。

湖南师大附中物理竞赛组总教练蔡任湘
介绍，相比去年，此次比赛题量大大增加，理论
试卷足足有12版， 其中一道题的题干就有3

版，参考答案更是达到了29版，这对选手的思
维和计算速度都要求非常高。谢荣靖凭借着扎
实过硬的知识储备和胆大心细的实验操作技
能，发挥稳定，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谈到“学习经”，谢荣靖说首先是要找到自己
的兴趣爱好，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他是在高
一才进入物理竞赛学习，平时很注重对知识点归
纳总结，遇到难题喜欢自己钻研思考，“我特别
喜欢做实验， 每次做新实验我都会做很多遍，
每一遍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通讯员 杨卫星
蒋葵 记者 余蓉）邱均平、颜金莲教育基金会
近日在涟源四中正式设立，邱均平、颜金莲两
教授一起捐款500万元，助力母校发展。

据介绍，邱均平、颜金莲1958年进入
涟源四中学习， 后都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

大学，现均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邱均
平、颜金莲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除捐款
500万元设立教育基金外， 他们还促成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优质生源基地学校”落户
涟源四中， 为涟源四中学子的成长搭建桥
梁。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蔡敏 王欣 ）今日，湖南省普通高校
益阳片区2020届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供
需见面会在益阳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当天
参会的毕业生中，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意
向协议的占75%。

此次供需见面会由省教育厅、益阳市
教育局、益阳市人社局主办，益阳职业技
术学院承办，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和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协办， 旨在为毕
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沟通平台， 进一步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见面会吸引华
拓金服数码科技、上海莫里、广东惠伦晶
体、艾华集团等178家省内外知名企业参
加，带来就业岗位6406个。当天有2400多
名毕业生参加见面会， 近1800人与用人
单位签订意向协议。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浙江菱格木业
有限公司、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优质企业签订校企
合作协议， 将在人才培养、 协同办学、协
同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 为实现专业人
才培养与岗位要求无缝对接打下良好基
础。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梁辉 刘小芸
记者 李传新）25岁的傅女士生完二胎后， 以防
留下“月子病”，严格按照“老规矩”坐月子，除了
吃饭、上厕所，其余时间都躺在床上。没想到，10
天后，左下肢肿胀、疼痛、不能行走，到医院检查
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广泛血栓形成”，可能危
及生命。 日前转院到湖南省人民医院采用微创
介入手术取出血栓，才成功解除“警报”。

为什么“老规矩”坐月子会有这么高的风
险？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介入血管外科专家向
华教授解释，深静脉血栓是指血液在深静脉腔
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这种不正常血凝块的原因
通常是血液滞缓、 血液高凝状态及血管壁损
伤。久站、久坐、长期卧床人士是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高危人群，其中尤以怀孕晚期、产妇及骨

科术后患者最为高发。仅今年下半年，省人民
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就收治了10多名下肢深静
脉血栓产妇。省人民医院妇产科学科顾问姚穗
主任医师指出，坐月子不洗头、不洗澡、不开门
窗通风换气、不下床活动，这些陈旧的“中国
式”坐月子方式都不可取。产妇应尽早下床活
动，并在身体耐受的前提下，适当进行散步、瑜
伽等运动，最好的方法是少量多次，逐步增加
运动量和运动时间，这样能增进下肢静脉血液
循环，防止血栓形成。

向华提醒，久站、久坐、长期卧床者如出现
下肢肿胀、疼痛等不适，应立即就医。如果延误
治疗，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死亡率高达
50%。早期予以机械碎栓吸栓手术能尽早清除
血栓，避免后遗症的发生。

湘鄂赣皖文旅专家解读四省名镇名村文化

醴陵、新化荣登全国“2019品牌文旅榜”

6406个岗位
送进益阳职院校园

75%毕业生与用人
单位签订就业意向协议

湖南7名中学生入选物理奥赛国家队

“中国式”坐月子差点要了二胎妈咪的命

专家：产妇应该这样“坐月子”

情暖雪域高原
———常德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送医下乡侧记

两教授捐资设立教育基金

关爱特殊孩子
11月6日，志愿者与特殊孩子共同用超轻黏土创作《生命花园》。当天，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教育研究基地的24名学生来到长沙市天心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为特殊孩
子表演节目，一起交流创作，用爱叩开他们的心灵之窗。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肖弋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