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2日上午，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
溪泉湾小学， 小戏骨
们表演戏曲舞蹈《媒
公调》。当天，开福区
“湘江韵律”系列文化
活动校园文化进社区
暨戏曲进校园巡演活
动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戏曲
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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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陈
薇 严万达)今天，“中国梦·文学梦·
湖南篇章”系列文学活动之“作家行
走湘江源” 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永
州蓝山县的湘江源举行。 此次活动
由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省林业厅、
永州市委联合举办， 来自省内外的
近40名作家将深入永州社会经济
发展第一线，开展为期5天的文学采
风创作活动。

据了解，作家们将深入蓝山、宁
远、江华、冷水滩、零陵等多个县区

采风。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龚爱林认为， 此次活动选在美丽的
湘江源头举行启动仪式， 旨在动员
和凝聚全省乃至全国的文学力量，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
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守护好一江
碧水”的指示精神，以文学的方式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
战， 引导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 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鼓
与呼。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滕朝晖） 因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的帮扶， 龙山县老百
姓看病有了“硬靠山”。龙山县人民
医院院长贾琳今天向记者介绍，该
县疑难重症病人转诊率由2010年
的2.7%下降为1.9%，为老百姓减少
就医成本约200多万元。

龙山县地处湘西北边陲的大
山深处，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聚居地。2008年以前，当地最好的
县人民医院临床科室只有10个，
医疗技术人才紧缺， 水平不高，无
法有效满足老百姓的看病需求。

2009年6月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开始对口支援龙山县人民医院。
据不完全统计，9年来，湘雅二医院
专家先后开展教学查房200多次，
举办全院大型学术讲座40余次，
科内小讲课200余次，组织疑难危
重病例讨论90余次； 帮助开展新
技术、新项目20余项，指导和实施
各类手术近600余例； 免费接收
160名医务人员到湘雅二医院进
修；赠送价值200万元的高剂量电
视透视机1台、 血液透析机4台、呼
吸机1台等， 大大提升了该院医疗
水平和设备档次。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易禹琳）岁岁重阳，又将重阳。今天
上午， 湖南科技出版社与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等联合主办关注阿尔茨海
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公益健康
知识讲座。 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专家告诉大家
“老年痴呆症”可防范，比癌症防范
更容易。30年专注于该病防治，全
球公认的神经退行性病变研究权威
专家美国戴尔·E布来得森所著《终
结阿尔茨海默病———全球首套预防
与逆转老年痴呆的个性化程序》（湖
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首
次被推荐给读者。 据悉， 全球已有
2000多名患者受益。

“老年痴呆症”是全世界十大
常见的致死性疾病中， 唯一无药
可治的病。它不仅夺命，而且患者
将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毫无尊严
的生存期，让全家饱受折磨。中国
已有1000万人确诊。 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神经内科、 老年病科教授
唐北沙认为“老年痴呆症” 不是
“痴呆”，是一种认知功能障碍，各
方面要关注这群病人， 用行动和
智慧为这个病正名。 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神经内科教授、 留美博士
后沈璐介绍了“老年痴呆症”特
点、 诊治进展、“痴呆” 分类和构
成， 提出如何通过环境因素13种
危险因素和23种保护因素及已确
认的遗传因素来预防和治疗。著

名临床肿瘤专家、 上海中医药大
学教授何裕民提出“老年痴呆症”
可防范，比癌症防范更容易，并介
绍了多种防范方法。

■链接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
“老年痴呆症”
●补充维生素
●控制肥胖和过瘦
●控制饮食， 晚餐后禁食12-

16小时 ，多吃鱼 、西兰花 、洋葱 、菠
菜、生菜、散养鸡蛋，尽可能不吃饼
干、蛋糕、苏打水、高汞鱼等

●控制血压（5年内严格控制血
压，可降低50%发病率）

●控制炎症（反复口腔炎症，大
幅增加发病率）

●改善睡眠
●多思考
●多交友
●多接触自然
●多动少坐
●减少损伤
●减少药物滥用
●头部勤按摩、梳理
●缓解压力（腹式呼吸很有用）
●参加专业活动（选择部分，规

定最低时间与强度）：手指操、声乐、
棋牌活动、读书会（听故事）、绘画、
书法、演算（玩游戏）、手工等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员 林兰薰）学唱甜
美山歌、采摘鲜野瓜果、品味农家美食……长沙县北山省级森
林公园13日举办北山镇2018年全民健身旅游节。500余名游客
共聚北山，登高望远。

本次节会把健身休闲运动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
山山歌结合在一起，由登山赛事、学唱山歌、瑜伽教学、健康讲
座、瓜果采摘等活动组成。

北山镇位于长沙市主城区北部，地处长沙、望城、汨罗三地交界
处，交通便捷，农业资源丰富，是国家级生态乡镇，拥有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长沙山歌以及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北山梅”等特色资源。

近年来随着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北山镇以文化促旅游带
动山农致富，发展“康养+民俗+旅游”的乡村休闲旅游业态，推
动乡村振兴。2017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森林小镇 梅香
北山”品牌形象和影响力日益提升。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见习记
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飞 吴智睿 ）
13日上午，邵阳县举办“国家扶贫
日”大型扶贫助学公益活动。通过社
会募集的910余万元爱心善款和物
资， 将全部用于资助邵阳县贫困学
子。

今年9月中旬，邵阳县委、县政
府发起“扶贫助学公益活动”，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据了解，目
前已有456名贫困学生通过了该县
教育局和扶贫办的审核， 将获得第
一批次的资助， 剩余善款和物资也
将全部用于资助该县贫困学生，帮
助他们完成学业。 活动现场还邀请
到了101名贫困学子， 代表邵阳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贫困学生接受
捐助。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何穰

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
目前全世界关节炎患者有3.55亿人。
在亚洲地区， 每6个人中就有1人在
一生的某个阶段患上关节炎这种世
界头号致残性疾病。

有关资料显示， 关节炎在我国
的总发病率约为13%，截至2018年，
中国大陆的关节炎病人达到1亿以
上，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
医院）关节骨病科主任董克芳10月
1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人们常常
将关节炎视作“老年病”，其实，所有
年龄段的人， 包括青壮年和儿童都
有可能罹患此病。 由于目前现代医
学中还没有能彻底根治的办法，所
以应该引起所有人群的重视， 对关
节炎要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防
止致残。

关节炎正在悄然侵袭
“办公族”

国庆长假刚过， 长沙某公司36
岁的策划总监秦女士因肩颈酸痛，经
常要使用鼠标的腕关节部位还有些
发热、肿胀、活动受限，于是来到医院
关节骨病科就诊。一检查，秦女士的
颈、肩、腕等关节部位都有不同程度
的损伤，一不小心被“关节炎”找上了
门。

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关节活动过
少， 关节周围的血液淋巴循环变慢，
不但影响肌肉、韧带的力量，还会影
响滑膜液的分泌，关节面相互接触摩
擦使摩擦力增大，加快关节的磨损而
产生关节疼痛等发炎症状。董克芳建
议，对于“办公一族”来说，注意将键
盘、鼠标位置摆放妥当，避免长期处
于空调环境，寒冷的秋冬季节少穿露
膝裙装等举措，可有效降低关节炎的

发生。要避免久站、久坐，不要让关节
处于某一体位时间过长。此外，合理
的饮食和锻炼也很重要。饮食应营养
全面，严格限制高脂肪、高胆固醇食
物；注意钙质的补充，多食奶制品、豆
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鱼、虾等。同
时应多晒太阳，补充维生素D，以促
进钙吸收。坚持适量体育锻炼，有规
律的运动能够通过加强肌肉、肌腱和
韧带的支持作用而有助于保护关节，
预防关节疾病的发生。

儿童患关节炎莫当作
“生长痛”

9岁的彤彤在天心区一家小学
上三年级， 最近老师向家长反映，彤
彤的作业字迹明显不如以前工整，彤
彤自己也和妈妈说自己手腕和膝盖
疼痛。妈妈带她上医院一检查，发现
彤彤患上了并不多见的儿童关节炎。

董克芳说， 年龄在16岁以下所

患的关节炎叫儿童关节炎，儿童患关
节炎的某些症状易被家长误认为“生
长痛”，需要加以区分。临床上，只有
几个月大的婴幼儿都可能患病。其表
现症状跟成年人相似，主要为身体的
关节处红肿热痛、活动受影响。提醒
各位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大小关节有
不明原因的关节红肿热痛、活动受影
响等，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儿童关节炎耽误治疗可影响生
长发育，造成关节变形甚至永久性关
节畸形等不良后果。如果孩子被确诊
为关节炎，父母应特别注意孩子关节
部位的保暖，并在疼痛的急性发作期
减少活动。同时注意让孩子们坚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多做体育运动，注意
饮食均衡，避免体重过重。

“作家行走湘江源”
文学采风活动启动

湘雅二医院9年对口支援龙山
老百姓看病有了“硬靠山”

关注“世界头号致残性疾病”，专家提醒———
关节炎并非“老年病” 及早诊治防致残

专家公益讲座
关注“老年痴呆症”预防

邵阳县贫困学子获爱心捐助

文旅结合谋乡村振兴
“梅香北山”山歌甜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10月14日晚， 随着第29届中国
电视金鹰奖各大奖项揭晓， 为期3天
的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湖
南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

这一届，我们惊喜地发现，落户长
沙18年的“金鹰”长大了。深情回望、致
敬中国电视6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没
有华丽炫目的舞台、 没有喧嚣的演唱
会和大赛，主题活动设置删繁就简，在
创新中回归本真电视剧和电视人。

这一届，既是亿万观众和电视人
同欢的节日，也是电视工作者再出发
的“加油站”。

这一届，观众、电视、电视人各自
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

回归电视，致敬60年

曾经， 金鹰节用巨星演唱会、电
视新星选秀、主持人大赛、互联盛典
等带给观众多样的狂欢。这一届，“金
鹰”3大主体活动彻底回归电视，只关
注电视剧和电视人。

10月12日，芒果TV启动“青春
助力，金鹰高飞”线上线下活动，“中
国电视60年经典剧目展播”“点亮金
鹰好剧”使《西游记》《渴望》等一大批
好剧让观众过足了怀旧瘾。而当晚的
开幕式暨文艺晚会，“金鹰女神”是提
名演员，情景歌舞《热血湘江》改编自
提名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短片《礼

赞中国电视60年》《60年电视剧经典
瞬间》和演员编剧代表现场讲述《我
和我的电视人生》， 唤起人们美好回
忆和对电视工作者的敬意。

10月13日的金鹰论坛，场外是满
墙的电视剧剧照， 场内嘉宾以独特的
视角为人们徐徐展开一部60年的中
国电视剧发展史。10月14日晚的闭幕
式及颁奖晚会， 一道道追光把获得提
名奖的演员和颁奖嘉宾送到台前，从
“30后”直至“80后”，从导演、演员、编
剧到摄像、美术，每一个人和他们参与
的剧都是当晚闪闪发光的主角。

不忘初心，感恩时代

开幕式文艺晚会和闭幕式暨颁
奖晚会，节目内容设置始终围绕电视
人不忘初心、 感恩伟大时代的情怀，
展现电视艺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开幕式上，节目《我和我的电视
人生》，鲍国安、周里京、邓在军、殷桃
等同台讲述自己的演艺经历与文艺
工作者的使命。最让人感动的是《老
艺术家与青年演员的对话》，10岁开
始演戏、 现年84岁的老艺术家牛犇
现场讲述他的入党故事，把信仰的力
量传递给年轻的电视文艺工作者。

颁奖晚会上，《提名的我》 让被提
名的演员回忆他们第一次试镜、演戏，

“务实”“勤奋”“坚持”“全力以赴”“老
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等感悟被
分享给更多电视人。 获得观众喜爱女

演员奖的迪丽热巴感谢乡下体验生
活，丁柳元感谢英雄角色塑造了演员；
获得观众喜爱男演员奖的张译感谢好
的剧本和优秀前辈滋养了他。

获奖是前行的动力。获得最佳导
演奖的陈力决心坚持为人民创作，歌
颂祖国，歌颂英雄。获得最佳编剧奖
的申捷还要回到台灯下，创作更好的
作品。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
术家奖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和著
名剧作家王朝柱请全国观众监督，继
续为电视奋斗终身。

60年6代人。游本昌、王刚、唐国
强、张凯丽、闫妮、佟丽娅6人同台，老
演员壮心不已， 年轻演员为梦想奋
斗。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无数电视人
的坚持与付出， 才铸就了中国电视
60年的辉煌。

补充能量，重新出发

第12届金鹰节设置了两个论
坛，发布了一本新书《中国电视艺术
通论》。令人惊讶的是，400个座位的
论坛满座，后面还站满了年轻的电视
人。10月13日从上午到下午，演讲者
意犹未尽，忘记了“下课”。听讲者屏
息静听，如饥似渴。

中国电视60年， 需要加油再出
发。10月13日上午，以“致敬六十载，

‘剧’焦新时代”的金鹰论坛，请来了两
位重量级的嘉宾， 即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

祥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 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孙正聿。
《从中国电视剧60年发展看文化自
信》《影视作品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历
史观》用一个个作品和人物来论证，令
电视人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

10月13日下午， 我国首部电视
文艺通论专著，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艺术评论委员会策划编撰、湖南人
盛伯骥主编的《中国电视文艺通论》
新书发布。这是26位专家学者，首次
将中国电视60年从政策、 竞争、模
式、人才、综艺、题材等16个方面进行
系统梳理，一手材料密集，是少见的
生动教材，电视人如获至宝。

在“中国电视文艺的未来趋势与
猜想”论坛上，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杨明品认为电视正在“换
季”，分析有哪些政策预期，未来有哪
些新业态新创新；《文艺报》 艺术部主
任高小立就如何避免电视剧同质化开
出了“开掘审美新发现、主流电视剧、
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艺术开掘、 始终以
人为主体”的良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教授肖永亮预测未来电视
走出去的科技趋势； 湖南广播电视台
卫视频道研发中心主任罗昕就原创综
艺垂直细分打造爆款分享创新经验。

在中国电视诞生60年、 改革开放
40年、“金鹰”18岁成年的时候，第12届
金鹰节就这样洗尽铅华，回归电视，不
忘初心，加油出发。我们相信，有这样
的情怀和行动，电视不老，未来可期。

不忘初心 越飞越高
———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