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李晞言）今天，“生活的感悟———熊
建鹏作品展”暨《熊建鹏画集》首发式在
湖南省画院美术馆举行。黄铁山、刘云、
朱训德、旷小津、柯桐枝等湖南知名艺术
家出席活动。

熊建鹏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42年，
2003年去世，系中国美协会员。自幼酷爱
美术，但家境贫寒，一直以坚强的毅力自

学。年轻时，白天在商店工作，下班回家
苦练素描基本功，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熊建鹏30多岁时
患上了腿溃疡，后来站立都很困难。上个
世纪80年代后期，左眼失去光感，右眼患
上白内障。近60岁时，又被诊断为肝癌，
面对病痛的折磨， 熊建鹏始终坚守艺术
阵地，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临终前3天，
他心中惦记的仍然是病好以后进行创

作。为实现他的遗愿，他的家人为他举办
了此次作品展并出版画集。

此次展览共展出熊建鹏的画作70幅，
包括油画、国画、水彩、水粉、素描及速写。
其作品造型精谨，色调清澈，意境深邃，尤
其是那些“巴掌大”的小画，以小见大，充
分展现了生活的真善美。 艺术界同仁认
为，熊建鹏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以及他在
艺术道路上顽强拼搏的精神，值得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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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46 1040 671840

组选三 0 3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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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8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整改进行时

通讯员 张觅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6月29日，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
药大学熊继柏教授， 被授予国医大师荣
誉称号。

国医大师， 是我国中医药界的最高
荣誉。 目前在湖南行医被授予国医大师
荣誉称号的仅两人， 即2014年获此殊荣
的刘祖贻和此次获评的熊继柏。

新晋的国医大师是一个怎样的人？
7月1日， 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刚从北京
载誉归来的熊继柏。

75岁仍能背诵10多本医学古籍
熊继柏，今年75岁了，石门县人，尽

管在长沙生活多年，乡音依旧。
1954年， 熊继柏小学毕业， 只有12

岁。因家境贫寒，无法升学。第二年，他拜
当地名老中医胡岱峰为师， 开始学医。
1958年，熊继柏开始行医。

熊继柏说， 他的成功诀窍是8个字：
“勤奋刻苦，坚持不懈”。他只有小学学历，
起点很低，但他学习有一种拼劲。刚开始学
医，他便将《药性赋》《脉诀》《医学三字经》
《汤头歌诀》《时方妙用》5本医学典籍全部
用草纸抄下，废寝忘食地捧读；曾因学习过

于痴迷而被水壶烫伤， 至今疤痕还隐约可
见。后来，熊继柏又系统地学习了大量医学
经典，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本功。

如今，75岁的熊继柏仍能背诵10多
本医学古籍。

从医59年，诊治病人逾百万
从1958年到2017年，熊继柏从医59

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从1962
年到1978年，每天看的病人上百。调到大
学工作后， 仍坚持每个星期3次门诊，退
休后更是全心全意看病。迄今为止，他诊
治的病人逾百万。

熊继柏专门诊治疑难杂症。不少重症
病人是被担架抬着、坐轮椅来的。为了方
便担架进入，熊继柏坐诊处的门比其他普
通门诊要宽一尺。早上6时30分开始坐诊，
下午2时30分结束，中间只休息15分钟。

熊继柏在诊治内科杂病、 儿科病及
妇科病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
临床经验， 在诊治急性热病和疑难病症
方面，尤有独到的成就。2006年，熊继柏
应邀赴非洲为阿尔及利亚总统治病，当
时总统卧病已经半年。熊继柏赶到之后，
通过细致的望闻问切，得出诊断结果，并
开出药方。一个月之后，总统的病好了。

讲课时，隔壁班学生也来旁听
1979年， 熊继柏调到当时的湖南中

医学院工作，教授中医经典。在学校，他
当了13年内经教研室主任和中医经典教
研室主任，被评为8届优秀教师。他讲课
时， 连隔壁班的学生都会站到走廊里听
讲。有一次，他受邀在学校开学术讲座，
原本只能容纳六七百人的学术报告厅被
挤得水泄不通。面对学生们的热情，他只
得分了两场来讲。如今，他除了带教的硕
博之外， 还培养了100多个高级中医学
徒，带出一批名医、教授。

教学同时， 他也积极传播中医文化
与中医知识。他曾应北京中医大学、暨南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单位的邀请讲学，作
了200多场大型学术讲座。他的著作《内
经理论精要》还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
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

熊继柏热爱古典文学， 写得一手好
字， 是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的顾问。 他希
望， 能在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上发挥正
能量的表率作用，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
做好中医传承；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救死扶伤。

辛勤耕耘60载 摘得杏林“最高枝”
———专访湖南新晋国医大师熊继柏

� � � �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省脱贫攻坚督查组在我村督查
工作时，指出村里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
近日，郴州市汝城县霞留村干部袁志文介
绍，为抓好整改，驻村帮扶工作队与村里
一起，启动了安全饮水、通村路及村部工
程建设， 村里剩余的危房改造今年7月底

可全部完成。
今年5月底， 省脱贫攻坚督查组在郴

州开展脱贫攻坚督查期间， 共抽查了15
个村，走访了150户贫困户、脱贫户，核实
问题21个，实地察看项目8个。发现当地
有不少好的扶贫举措，同时也还存在贫困
人口识别不够准、 脱贫退出验收不够严、
帮扶措施不够实、 项目资金监管需加强、
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工作不够细、群众满
意度不够高、前期发现情况整改未完全落
地等问题。 郴州对存在的问题照单全收，

迅速制定整改方案， 逐项明确职责分工、
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限期整改。

该市还抓好整改工作督查督办，解决
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坚决做到问题
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
不满意不放过，确保整改实效。桂东县桥
头乡白水村贫困户崔洪雄父子去年虽获
得产业扶持资金1600元，但缺乏具体有
效、针对性强的帮扶措施。为抓好整改，
桥头乡依托当地茶叶产业优势， 引导和
鼓励崔洪雄一家在原有1亩茶园基础上，

再扩种5亩， 并帮助崔洪雄申请贴息贷款
5万元。

郴州市扶贫办负责人表示，市里对脱
贫攻坚督查问题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非
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加强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加强贫困对象清理工作，加强项目
资金监管等。并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有机统一，以督查发现问题的整
改为重要契机，在重点领域和建章立制上
下功夫，全面提升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实
效，不折不扣实现脱贫攻坚各项目标。

� � � �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胡海林 刘传勇）“老师，我们村的
养蜂、养牛、养鸡搞得红红火火！”7月6日，
参加了去年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的平江县学员唐劲松，向岳阳职业技术学
院社会培训处老师报喜。举办贫困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培训，是岳阳职院积极参与扶
贫攻坚的具体行动之一。

岳阳职院是湖南省示范性高职院校,�
已成为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基地、湖
南省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等
20多个培训基地，奏响“教育扶贫曲”。今
年已3次举办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
训班，培训自治州、常德、益阳、岳阳等地
农村学员1332人。同时，面向全省举办乡
村医生学历教育， 培养了1100多名乡村

医生， 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难的问题。目
前，95名郴州乡村医生在该院临床医学
系学习，接受3年制中职学历教育。

该院积极抓好对口扶贫。西藏自治区
桑日县是岳阳市对口援藏对象。今年4月，
20名藏族农牧民从高原来到岳阳职院，
接受汽车保养与美容技能培训。该院党委
书记、院长经常到培训现场指导，并联系
医疗专家为身患刺痛疾病多年的学员伟
色免费治疗。返乡后，有的学员已开始了

创业行动。该院对临湘市松峰村开展项目
帮扶， 院党委班子进村入户走访调研、制
定帮扶计划，落实资金；选派工作队员驻
村帮扶，举办农村发展知识讲座；5年制高
职招生向贫困家庭孩子倾斜。

党员帮扶贫困生，是岳阳职院教育扶
贫的传统。当前，该院357名党员教师采
取“一对一”方式帮扶贫困学生，从学习、
生活、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帮助其顺利
成长成才。

扩大产需合作对接，促进食品产业发展

食品产销对接
达成15亿元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尹吉文）
昨天，湖南食品产业产销合作对接会在益阳举办。桃江县
天问茶业有限公司等73家重点食品生产企业、步步高商
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等52家省内外流通企业进行产销
对接，达成各类合作意向62个，签订投资、食品经销或代
理协议48份，协议金额15亿元。

本次对接会由省经信委、益阳市政府主办，以“扩大
产需合作对接，促进食品产业发展”为主题，旨在展示推
介湖南“名、优、特、新”食品，进一步构建湖南食品产业产
销对接合作平台， 加快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和食
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促进我省食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食品生产企业和经销商会前洽谈、 食品产业产销合作对
接会、“2017年湖南品牌食品展览展示”等活动吸引了
一大批省内外客商参加。

省经信委副主任黄宝林介绍， 我省食品产业呈现出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集聚发展势头良好、项目建设推进加
速、兼并重组取得实效、诚信体系和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有
新的进步等特征，全省规模食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2016
年成功迈上5000亿元台阶。

对接会还同步举行了食品安全宣传周百人签名活
动，通过深化食品安全意识，营造“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
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长沙首条直飞
呼和浩特航线开通
每天执飞，最低票价529元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黄雁） 长沙旅客去内蒙古草原旅
游有了更经济的飞行选择。昨天，九元航
空开通首条长沙直飞呼和浩特低成本航
线，最低票价529元（不含税价）。

该航线每天执飞，当日往返，均由全
新波音737-800型飞机执飞。去程航班13
时5分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起飞，15时40
分抵达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返程时间略有不同。 其中， 每周一、
二、三、五，17时15分从呼和浩特起飞，19
时40分抵达长沙；每周四、六、日，16时25
分从呼和浩特起飞，18时50分抵达长沙。

据九元航空介绍，低成本航线通过取
消免费餐饮等传统服务，可有效控制营运
成本，从而可提供便宜票价。长沙—呼和
浩特低成本航线的票价最低529元（不含
税价）起，普遍比市场同类、同时段机票价
格便宜两至四成。

小暑：
梅雨将尽，伏天将至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暑热在洪水之后迅疾而至。7日小暑。小暑的标志是：
出梅、入伏。

梅雨即将结束，高温天气来临
7月7日，三湘大地雨收云敛，暑气如蒸。
小暑时节，江淮流域梅雨即将结束，长江中下游地区

一般为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高温少雨天气。
不过，也有些年份此时北方冷空气势力仍较强，在长

江中下游地区与南方暖空气势均力敌，出现锋面雷雨。“小
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小暑时节的雷雨常是“倒黄梅”的
天气信息，预示着雨带还会在长江中下游维持一段时间。

梅雨过后，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开始增多。据省气象
科研所研究， 近年来登陆影响湖南的热带气旋平均每年
有3个左右，主要出现在7月至9月，强度达到强热带风暴
或以上的热带气旋可造成极端暴雨降水。“伏天的雨，锅
里的米”，此时出现的雷雨、热带风暴或台风带来的降水
对水稻等作物生长有利，但也可能造成洪涝灾害。

气象专家表示，未来几天，省内多阵性降雨，其中9日
至10日为最强降水时段，湘西、湘中以北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另据气象部门中长期预报，7月下旬后期至8月上
旬，需防范台风影响我省。

下周正式入伏，今年三伏有40天
小暑，意为盛夏虽至，但还未到最热的时候。
“小暑过，每日热三分”，小暑节气期间正好赶上入

伏，从小暑至立秋这段时间，称为“伏夏”，即“三伏天”，是
全年气温最高的时候，民间有“小暑接大暑，热得无处躲”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
古人将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开始定为头伏（初伏），也

就是“入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二伏），立秋后第一个庚
日为末伏（三伏），头伏和末伏各10天，中伏10天或20天，

“三伏”共30天或40天。
今年头伏、中伏和末伏的时间分别是7月12日至7月

21日、7月22日至8月10日、8月11日至8月20日。7月12日
入伏，8月21日出伏，共计40天，又是一个中伏20天的“加
长版”三伏天。

三伏天的“伏”字，是阴气被阳气所迫藏伏于地下的意
思。三伏天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古人认为，在
这样的日子里，养生的方式就是要“伏”着，宜静不宜动。

气象专家认为， 小暑节气炎热程度取决于出梅早迟
和有无台风影响，出梅迟和梅雨量大，易出现洪涝灾害；
出梅早并且没有台风影响， 天气就炎热， 易出现高温伏
旱。另据天气预报，7月中下旬，我省进入盛夏季节，15日
以后，全省将转为晴热高温天气。

精准扶贫 在三湘

岳阳职院奏响“教育扶贫曲”
今年已3次举办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培训农村学员1332人

郴州脱贫攻坚直面问题抓整改

生前痴迷绘画，逝后家人圆梦

长沙市港澳台侨代表
向灾区捐款捐物327万元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彭赞）今天下午，长沙市港澳台境外
代表抗洪救灾爱心捐赠仪式在宁乡市民
之家举行，来自香港长沙联谊会、长沙市
台湾同胞联谊会的23名港澳台侨捐赠代
表参加活动。今天凌晨，香港长沙联谊会
的11名企业家从香港出发， 带着香港同
胞的爱心来到长沙，支援灾区人民重建家
园。本次活动共捐赠现金187万元，物资
价值140万元。

香港湖南联谊总会
情系湖南

募集赈灾款逾2000万元港币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易薪）身在香港，心系湖南。今天下
午，香港湖南联谊总会在香港三湘大厦举
行募捐赈灾仪式，会员踊跃捐款，共募集
到赈灾款超过2000万元港币， 将捐赠给
湖南受灾地区。

此前，香港湖南联谊总会会长、蓝思
科技董事长周群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看到家乡遭受洪涝灾害，十分揪心。早
在7月1日，香港湖南联谊总会就开始布置
筹备相关慈善救灾活动，并向在港湖南乡
贤发出倡议书， 得到在港乡贤的热烈响
应。8日下午的赈灾仪式上，蓝思科技向湖
南定向捐款1500万人民币， 周群飞个人
捐款100万港币。

当天下午， 香港湖南联谊总会会员、
在港湖南海联会理事，以及部分在港乡亲
及香港友人，纷纷赶来募捐仪式现场慷慨
解囊。 香港湖南联谊总会副会长黄有龙、
蔡广仕分别捐款100万港币、50万港币。
三湘集团捐款10万港币， 香港湖南联谊
总会创会会长、三湘集团董事长刘胜辉个
人捐款2万港币。 香港岳阳联谊会会长王
富贵捐款100万港币，香港邵阳联谊会会
长王尔康个人捐款100万港币。香港娄底
联谊会会长彭志兵带领在港娄底乡亲捐
赠100万人民币。新奥燃气香港公司捐赠
20万港币。

喜迎灾后首批游客
7月8日，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侗寨景区，村民在开展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喜迎灾后恢复旅游接待的首批游

客。7月1日，该县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使各景区旅游设施不同程度损毁，景区关闭。面对突如其来的洪灾，该县干群
积极应对，全力开展生产自救，景区快速恢复正常，开园接待游客。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