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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左丹）2019年
全省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和书法类专业统一考
试即将开始。今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表了一
封公开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我省美术类和
书法类专业考试和评卷工作不存在任何所谓的
“操作空间”。广大考生要自觉遵守考试规定和考
试纪律，严格按照试题要求作画或书写，诚信应
考，绝不能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近年来，在全省美术类和书法类专业统考期
间，社会上有极少数培训机构或不法分子利用考
生及家长的迫切愿望和急切心理，故意编造和散
布各种谣言误导考生。部分考生因轻信了这些所
谓的“考试妙招”“高分技巧”，不按试题要求作画

或书写（不按试题要求构图；作画内容增加、减少
或改变），影响了考试的正常发挥和考试成绩。这
些机构或人员往往虚假承诺，为逃避责任又故意
散发不实信息，制造相关舆论，引发考生和家长
对我省美术和书法专业统考公正性的猜测和担
心。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我省美术类和书法类专业考试和评卷工作都
是严格按照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规范操作，不
存在任何所谓的“操作空间”。省教育考试院还向
社会公开承诺：坚决贯彻公平、公正的考试原则，
切实保障广大考生权益，对考试违纪作弊行为予
以严厉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省教育考试院还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试卷上
不得出现任何与试题内容无关的标记，不得喷涂
任何上光或固定材料， 只能使用规定的工具作
画，否则，按考试违纪处理，取消考生该科目成
绩。凡是在考试中有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
卖考题、替考或让他人替考等作弊行为以及帮助
作弊等违法行为，不仅要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严肃处理，还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九）》追究刑事责任。省教育考试
院将会同公安部门联合开展整治行动，考生和家
长如发现涉嫌考试作弊、替考及考试工作人员违
规行为， 请立即拨打省教育考试院的举报电话
0731-88090301进行举报。

�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左
丹 通讯员 喻玲）记者近日从长沙理
工大学获悉，12月5日，第十三届孔子
学院大会在成都举行，该校黄柏青老
师在此次大会上获评孔子学院先进
个人，是湖南唯一获此殊荣者。

此次大会共评选出孔子学院先
进个人41人，其中中方院长仅6人，黄
柏青就是6位中方校长之一。 黄柏青
2016年到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担
任中方院长， 任职期间大力推动利
比里亚大学开设汉语本科专业，首
次在利比里亚中小学开设汉语教学
点， 将汉语纳入当地多所中小学必
修课； 与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合
作开创了空中汉语节目， 覆盖西非
数国， 近20万当地民众可以收听到
汉语节目； 积极推动与利比里亚政

府部门、 援利机构和中资企业的联
系和合作，先后为警察局、移民局、
银行、新闻媒体等开设汉语培训班，
与当地中资企业联合开展“汉语+职
业技能”培训，实现了孔院学员与用
人单位需求对接。

2018年3月， 黄柏青在利比里亚
遭遇车祸，髋关节骨折、肺栓塞，曾一
度危及生命，回国进行手术和康复治
疗5个月后， 再次要求返回利比里亚
继续传播中国文化，体现了高度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受到了利比里亚政府
和教育部的高度赞扬。

长沙理工大学自2008年开始先
后在利比里亚大学和黑山大学开设
孔子学院，10年来， 已累计派出12名
国际汉语教师和22名国际汉语教师
志愿者。

明清厨具瓷器
将现身长沙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李林英 ） 联合利国文交所
今天透露， 将有一批明清厨具瓷器现
身2018荣宝斋 （桂林） 长沙秋拍。 用
瓷为原料制作厨具， 不仅能增加其观
赏性， 也能提高使用者的用餐愉悦度。

明清时期， 瓷器逐渐取代陶器和
铜器， 成为我国最普遍的餐具， 且实
现了大量生产， 品类繁多， 制作精良，
远销海内外。 将要出现在拍卖会上的
一对清代同治时期的温酒杯由杯盖、
杯身及内置小酒杯组成， 通体胎釉洁
白细润， 其上画有一朵朵淡绿色小花，
纹饰清雅。 此类温酒杯流行于清代晚
期及民国时期， 整器小巧温婉， 别具
一格， 以外套、 杯、 盖结合， 适宜两
人对酌。

冬天的餐桌上， 热腾腾的火锅让
人的幸福指数飙升。 相传火锅的起源
很早， 但保存至今的完整火锅食具很
少。 此次拍卖会征集到的清代同治时
期的瓷质火锅品相完好， 色泽艳丽。
它通体施白釉， 以浅绛彩工艺绘制喜
碌丰侯图， 画工细腻， 毛猴神态传神，
寓意极好。 火锅盖上有两个对称的金
色雄狮， 神态威严。

碗盘是餐桌的主角。 乾隆时期的
粉彩觐宝图碗工艺繁复、 色彩浓艳明
丽， 是乾隆彩瓷制品中的杰出代表。
一套乾隆时期的青花方形碗盘撇口，
深弧腹， 方足， 碗盘绘有青花亭台楼
阁山水图景， 非常少见。 此外， 拍品
中还有元代的龙泉窑大盘、 民国时期
的仕女盘、 清代道光时期的粉彩虫草
纹什锦格盒、 清代什锦花卉盖杯等。

�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刘
晓玲）B2B医药电商平台“湖南药网”今天正式上线，
截至下午5时， 上线首日营业收入突破1800万元。这
是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医药集团战略合作落地的又一
重大举措。

“湖南药网”由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自主开发并
运营，致力于实施互联网数字化改造升级，建立健全现
代医药物流配送体系，为湖南省内的终端药店、诊所及
终端企业客户提供更加高效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的

销售和配送服务。用户可通过平台搜索药品名称、药品
首拼码、厂家名称、商品规格等信息，快速找到所需药
品，实现自主便捷下单。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湖南药网”的上线，将明显提升药品传输速率和
货物周转率，增强药品生产企业、物流配送企业、终端诊
所、药店等之间的供求信息共享及沟通，有效降低供应
链各节点的运作成本，提升管理效率、交易效率、优化资
金链， 推动湖南省实现2000亿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目标，
为人民群众安全用药、实惠用药提供更大保障。

美术、书法类专业统考在即
省教育考试院郑重提醒：不存在任何“操作空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12月4日晚， 新田县门楼下瑶族
乡两江口瑶寨，76岁的盘金胜教大家
演唱他新编的瑶歌。日前，湖南省公
布第四批省级非遗传承人名单，盘金
胜榜上有名，他成为瑶家坐歌堂传承
人。

“要问瑶歌有几多，它比牛毛还
在多，唱到北京打一转，还没唱完牛
耳朵。” 盘金胜1942年出生在衡阳市
常宁县塔山瑶族乡，听着、唱着瑶歌
长大。

上世纪80年代，时任新田县文
化馆馆长的盘金胜发现，瑶歌和瑶
族习俗面临失传的危险，萌生了抢
救瑶歌和瑶族习俗的想法。1987年
起 ，盘金胜带着老式录音机、海鸥
相机，深入宁远 、江华 、资兴 、宜章
等大瑶山，白天到瑶民劳作的大山
里寻访歌者，晚上进瑶寨与大家对
唱，用录音机录下5000多首原生态
瑶歌。

盘金胜还拍摄了3万多张照片，

录下不少瑶族服饰、 刺绣等习俗。记
录瑶族习俗、 神话故事等笔记300多
万字。

瑶歌好听， 但一般人却听不懂。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让瑶歌更“大众
化”，盘金胜开始把瑶歌“翻译”成意
思相同，既符合语法，又押韵的汉语
句子。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盘金胜
一遍遍听录音机里的瑶歌，再反复用
瑶语和普通话吟唱， 不停地修改句
子。终于，5000多首瑶歌被“翻译”完
毕。其中，修改次数最多的瑶歌达80
多次。

近些年， 盘金胜一直在思考，优
秀的瑶歌手普遍年纪偏大，怎样让年
轻人爱上唱瑶歌？让瑶歌的传唱后继
有人？

经过盘金胜不懈奔走， 今年11
月，新田县成功举办湘南三市六县八
瑶族乡“坐歌堂”活动，乡亲们齐聚一
起，用瑶歌讴歌新时代。一首首美妙
而动人的瑶歌， 回响在大山深处，激
发了瑶族同胞无限的奋斗激情和对
未来的美好向往。

黄柏青获评孔子学院先进个人

瑶族歌者盘金胜

B2B医药电商平台上线
首日营业收入突破1800万元

12月9日， 共同的家———赵扩艺术作品展在长沙达意堂文化艺术交
流中心启幕。赵扩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师，他将把自己创作的2万余幅
作品进行义卖，获得的全部利润用于自闭症儿童、精神病患者、留守儿童
家庭美育教育。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龙文泱 摄影报道

大学教师
举办公益画展

�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通讯员
王鸿 王梓） 为切实加强医疗保障基
金监督， 整顿规范医疗保障运行秩
序，严厉打击医疗保障领域欺诈骗保
行为，临澧县多部门日前联合开展打
击诈骗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整治行动重点检查协议医
院通过虚假宣传， 以体检等为诱导、骗
取参保人员住院等行为； 协议医院留
存、盗刷、冒用参保人员身份证和社会

保障卡违法违纪行为；协议医院人员与
证件不符，恶意挂床住院、虚构医疗服
务、伪造医疗文书或票据行为；为参保
人员开具药品用于套现，套取医保基金
的不法行为等违法行为。近期在检查中
发现新安镇街道肖某无证行医、并帮人
书写假病例进行套取医保资金12人、套
取金额达5.1万元。 目前已发现类似9起
套取骗保医疗专项资金的案例，正在核
实处理之中。

临澧专项行动管好“救命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