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通讯员 李青
霞 记者 李传新 ）“60岁以上人群的眼底
检查异常率均高于21.39%， 即每5位60岁
以上的人群中就有一个眼底异常的人。”在
刚刚结束的第九届国际视网膜高峰论坛暨
南沙眼遗传病研讨会上，爱尔眼科发布《中
国国人眼底病变状况大数据报告》，60岁
以上年龄人群眼健康问题的严峻性引发关
注。

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
展阶段，截至2018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达2.5亿。 据中国慢病和危险因素监
测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高血
压患病率达58.3%， 糖尿病的患病率达

19.4%。在全身性疾病高发的60岁以上人
群中，还有一项高发疾病不容忽视，它就
是眼底病变。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院长唐仕波
教授指出，眼底病变主要指视网膜、脉络
膜、视神经和玻璃体的炎症、肿瘤及类血
管的病变， 常见的眼底病变包括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高度近视视网膜
病变等。根据最新数据显示，老年相关眼
底病变正成为老年人群中第一位致盲原
因。且因眼底病变致盲的不可逆性，一旦
造成损害就无法恢复， 因此， 唐仕波提
醒，眼底病变治疗的重中之重即早检查、
早发现、早治疗。

60岁人群中，每5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
爱尔眼科发布

《中国国人眼底病变状况大数据报告》

11月10日，湖南省博物馆，市民在欣赏简帛书法艺术。当天，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甘
肃简牍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协办的“千年遗墨———中国历代简帛书法展”开展。展览免
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11月30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龙文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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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叶

11月10日，“千年遗墨———中国历代简帛
书法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吸引了众多书
法爱好者。展厅内，山西运城市书法家协会副
秘书长田磊细细打量着每一枚简帛。“我特意
坐飞机来到长沙， 就是为了看这个展览。”田
磊说，“近20年来， 我在国内还没有看到过如
此全面、系统展现简帛书法艺术的展览。这些
简帛的时代从战国到魏晋， 上面的书法那样
生动。与根据魏碑、汉碑学习书法相比，看这
些简帛， 就像观看歌唱表演录像带的人欣赏
到了现场演出，感染力完全不一样。”

战国至魏晋作者“手稿”，打破
传统书法认知

“在现代人的传统认知中，学习书法要从
临摹汉碑、魏碑的拓片开始，那是由于从前我
们很少见过魏晋以前的书法真迹。 但自20世
纪以来，在重大考古发现中，大量简牍帛书相
继问世， 从战国到魏晋时期的书法墨迹打破
了我们对书法艺术的传统认知。”本次展览策
展人、湖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卢莉说。

简帛，是竹简、木牍与帛书的统称。据史料
记载，从3000多年前的商代开始，简帛就作为
主要书写载体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东汉造纸术得到改进使得纸张普及
之前， 简帛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书写材料之
一， 它所承载的文字不仅反映了当时时代的
方方面面， 还展现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变
化。”卢莉说，本次展览聚集了甘肃简牍博物
馆、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 长沙简牍博物馆及湖南省博物
馆8家文博单位的380件珍贵展品。 湖南是简
帛出土大省，在时代上没有缺环，展品占了此
次展览的半壁江山。

“378件是真迹（其余两件为复制品），绝大
部分为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次展出。”卢莉
介绍，其中，“战国楚帛书残片”出土于长沙子弹
库战国楚墓。作为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帛书，该
残片是现在流失到美国的“长沙子弹库帛书”唯
一的“同伴”。

她感叹，这次展览来之不易，因为简帛非常
脆弱，对温度湿度的要求很严格，光照、运输中
的颠簸都可能对简帛造成损害。策展方希望，通
过展现真迹，开启中国书法艺术新的思考。

楚简已包含“隶”“草”意味，
书写艺术水准高

本次展览以时间为序，共分为楚简帛、秦
简、西汉简帛、东汉简、三国魏晋简五大部分，
战国的典籍、秦代的法律文书、汉代的养生药
方、三国的行政公文等均汇集于此。

“篆、隶、草、楷、行，这些书体的成熟都有
大致的年代。但是仔细观察这些简帛，你就会
发现， 它们的起源和发展变化没有那么明确
的划分。”卢莉说，如在以荆门包山、郭店为代
表的楚简中，楚文字虽装饰笔画繁复，被文字
学家叹为天书， 但其中已出现后世所谓“隶
书”“草书”的笔意。

又如， 很多人认为隶书在东汉才成熟。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反映，隶书在西
汉就已经很成熟了。”卢莉指着1973年马王堆
三号汉墓出土的“《周易经传》节选帛书”告诉
记者， 马王堆帛书非一人一时所书， 风格各
异，有的字体篆意浓厚，有的和成熟的汉隶相
近，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而以长沙市五一广场简、 东牌楼简为代

表的东汉简，不仅展现了书写流畅的隶书、笔
调轻快的草书字体， 同时也将楷书的出现提
前到了东汉早期。

卢莉认为，简帛上的书法出现丰富多样的
风格，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书写者的书写习
惯、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不同地域的风俗、不
同书写工具和方式等，都留存在了简帛上。

因此，她在选取展品时，考虑到了各种内
容和题材。“云梦睡虎地秦简、 里耶秦简主要是
官府文书档案，整体风格比较端庄，稍显拘谨。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遣策是用来记录
随葬品名称、数量等的简牍，上面的文字书写状
态较为轻松自然，笔画与笔画之间时常出现连
笔，有的字已经呈现出了浓厚的行书笔调。”

“很多人认为，简帛上的书法无法与书法
家的作品相较。 实际上， 有许多都是可供临
摹、钻研的出色作品。”卢莉说，如居延新简
《隧长焦永死驹劾状》，全篇一气呵成，潇洒飘
逸，是研究汉代章草的典范之作。她说，“魏晋
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时期， 但从这件作品能看
出，从汉代开始，书写者的主观情感已明显地
表露出来。”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
泱 ）今天，由省文旅厅、湖南日报社主办
的“红舞潇湘·礼赞中华”2019湖南省红
色旅游文化广场舞大赛在长沙新湖南大
厦启动。

本次大赛将采用“红舞赛事+红色旅
游纪念地+趣味活动”的形式，联动全省14
个市州， 在比赛的同时引导全省群众共同
缅怀革命先辈。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 本次大赛分为初

赛、半决赛和总决赛，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
15日。年龄在66岁以下、身体健康的群众
皆可组队参赛，每队人数限25人以内。参赛
舞种不受限制。 参赛曲目时长4至5分钟，
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动作设计遵循健康和
安全原则，不提倡高难度、具有危险性的动
作。

主办方将评选出12支队伍参加11月
30日在安化云台山风景区举行的总决赛，
冠军队伍将获得8000元奖金。

文化视点

� � � �“千年遗墨———中国历代简帛书法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用考古发现实物，
首次系统展示战国到魏晋的一手书法材料———

魏晋之前，中国书法这样书写

红舞潇湘 礼赞中华
全省红色旅游文化广场舞大赛启动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周恺）“4年前，我们求企业合作，现
在是企业找上门来与我们合作。” 今日上
午， 湖南女子学院与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6家企业签约产
学研战略合作。 双方在产教融合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基础上，还将加强科研合作，为国
家在相关产业布局、 政策出台上做出智力
贡献。

近年来， 湖南女子学院主动服务于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已与35家企业开展了合作，颇有成效。
此次该校与6家企业合作的都是其优势特

色专业， 将与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共育高素质综合性养老服
务专业人才， 与北京极地加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成立半边天创业研究院、开设“半边天
创业精英班”，与湖南泰松肠衣食品有限公
司共同打造全国知名商课专业人才培养示
范基地， 与长沙创客加速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合作共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与
北京道位传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大
锦投资有限公司共建校外实习基地。

签约仪式上， 湖南女子学院校长杨兰
英为6家企业负责人颁发了创新创业校外
导师聘书。

湖南女子学院
与六家企业签约产学研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