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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湖南卫视每周六晚10时播出的《我家那闺
女》，1月5日开播至2月23日，芒果TV显示播放
总次数达7.7亿人次。为何一档艺人和运动员独
居生活观察节目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 因为它
真实贴近、直面两代人的“战争与和平”，多角度
探讨其解决之道。

贴近：我家那闺女，一个人过得好吗

现实中，是否也遭遇这种困境———家里的独
生女儿，好吃好喝地照顾着，可闺女死活要搬出
去住，微信朋友圈还把父母屏蔽了，惹得父母整
日惴惴不安：“我家那闺女，一个人过得好吗？”

《我家那闺女》开播，及时地贴近了观众。
吴昕、袁姗姗、焦俊艳作为艺人并不太红；

傅园慧、何雯娜作为运动员，获得过世锦赛和奥
运会金牌，但曝光度并不多。5人都没有偶像包
袱，在节目展现了真实的独居生活。她们虽是别
人家的闺女， 但中老年观众们如看到自家闺女
一般亲切。

节目真实得让观众们揪心。 身高1.80米的
傅园慧煤气灶忘了关，一转身就磕疼了腿；寒冬
穿个凉拖鞋就去取快递， 煮了一锅黏糊糊的方
便面吃。袁姗姗卫生间像“猪圈”，衣服、瓶瓶罐
罐堆得到处都是， 炒个菜油锅起大火。36岁的
吴昕大把大把吃各种保健品，泡脚养生“宅”在

家里不出门。31岁的焦俊艳不会打扮，穿着像男
孩，头发像鸟巢。

从别人家的闺女联想到自家的闺女， 父母
观众不淡定了，年轻观众也在荧屏上找到了“同
盟军”。《我家那闺女》同时吸引了老少两代人。

直面：处处有矛盾，孩子第一
还是自己第一

女孩子不会做饭就没人要吗？ 女生不能主
动追求男生吗？ 到了年龄一定要结婚生子吗？
《我家那闺女》 展示了两代人之间迥异的观念，
引发荧屏内外共同的直面和思考。

节目中，袁姗姗母亲突发脑溢血住院，差点
醒不过来，爸爸却没有告诉女儿，怕女儿担心，
耽误工作。袁姗姗却认为必须告诉自己，让自己
做出选择。吴昕没上过菜市场，不会做饭，不爱
做饭，被朝阳公园的大爷怼得哑口无言：不会做
饭谁要？焦俊艳认为一个人也可过一辈子，父母
一辈好奇怪，总是催婚。何雯娜主动向会做饭的
帅哥男模示好，爸爸认为应该男方主动。

生活处处有矛盾，孩子第一还是自己第一？
父母的排序是，孩子-父母-伴侣-自己。父母一
辈子围着孩子转， 当孩子长大高飞便陷入紧张
焦虑中。孩子的排序呢？是自己-伴侣-孩子-父
母。他们认为，大家庭不再存在，亲戚越来越少；
父母只陪伴自己一程，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开
心最要紧。

观察：沟通和解，共同目标是幸福

闺女微信朋友圈为什么要屏蔽父母呢？闺女
为什么还不找对象？ 闺女到底有着怎样的幸福
观？当父母百思不得其解时，《我家那闺女》让闺女
的朋友、飞行观察员、主持人、特邀嘉宾等人告诉
答案。该节目设置了4个爸爸参与的观察室，还有
了一个庞大的观众和网友参与的社会观察室。

第一期，焦俊艳爸爸可怜兮兮地希望和女儿多
沟通，三言两语就无法继续。几个闺女都毫不客气
地称在朋友圈屏蔽父母，是因为一点小事都要向父
母解释，懒得去做。而结婚生子过去是必选项，现在
只是可选项，闺女们认为一个人呆着也幸福。

父母和闺女的问题摆到了荧屏上， 有嘉宾
来观察，还有观众和网友参与，解决的方案多了
起来，也更易为两代人接受。

傅园慧骑马摔跤，但再次乐观上马，在生日
那天挑战动力降落伞，让爸爸看到孩子长大。吴
昕走出家门，去走访朋友，去看中医，心结打开。
袁姗姗请了会收纳的朋友来帮忙， 又到饭店去
学做菜，并从中得到了快乐。高亚麟的一番话“父
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父母离去，才知
人生短暂”，让焦俊艳体会到父母的一番苦心。父
母们在节目中也幡然醒悟：其实，不必替闺女做
决定，她们已经长大了，会自己做决定了。

《我家那闺女》昭示：当双方敞开心扉，听清
楚彼此的心声，明白双方的目标都是为了彼此的
幸福，就达成了和解，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李苗 喻诚）新学期即将开学，湖
南农业大学校园内一场谋求新一轮改革
发展的奋进号已经吹响。2月20日至22
日，该校召开2019年发展务虚会，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跨越发展”为主题，紧
扣全国教育大会及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结合“双一流”建设目标和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共商发展大计。

会议期间， 该校中层以上干部及特
邀学科带头人再次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观
看了《鹰的重生》《一抓到底正风纪》专题
片； 聆听了中南大学副校长周科朝和浙
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的专题报告；包
括校领导在内参会的50名代表聚焦“双

一流”建设、学科建设改革、教育教学改
革和人才培养、干部队伍建设、民生问题
等分别作主题发言。

经过3天的思想大碰撞，大家达成共
识。建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平教
学研究型大学和国内一流农业大学，是
湖南农业大学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追求。
该校党委书记陈弘和校长邹学校表示，
湖南农业大学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
求，增强改革发展的紧迫感，打破习惯势
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抓手，以从
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进学校跨越发展。
抓住机遇，立足三湘，面向三农，为建设
国内一流农业大学努力奋斗。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左丹 段涵敏
通讯员 范伟娟）“一息尚存，耕耘不止。振兴中
华，毕生为斯。”这是湘雅名医、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伍汉文教授的座右铭。2月24日上午，伍汉
文教授追思会暨遗体（组织）捐献仪式在长沙明
阳山殡仪馆举行。

2月20日，伍汉文教授在长沙逝世，享年94
岁。2018年，他仍坚持每周坐诊一次，给患者看
病。这位生前耕耘不止的老医生立下遗嘱，将自
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伍汉文原籍广东台山，1925年出生在香港。
香港沦陷后，高中毕业的伍汉文忍饥挨饿，长途
跋涉近两个月，赶至因战乱迁至贵阳的湘雅医学

院，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曾获张孝骞博士纪念
奖和金星奖。学业期满，他毅然留在了湘雅。

伍汉文教授是我国代谢内分泌科学科先
驱，著名内科学、代谢内分泌学、医学遗传学专
家、医学教育家。2018年5月，湖南日报曾以《耕
耘不止 毕生为斯》为题，对九旬高龄仍坚持坐
诊为患者看病的伍汉文教授进行了报道。

2018年12月，因恶性淋巴瘤复发，伍汉文立
下遗嘱：“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死，我若不在了，愿意
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伍汉文说，“我的任何器
官组织或者整个遗体都可以捐献， 作为器官移
植。我的遗体组织可以用来教学。组织学是医学
的基础，我所在的科室是代谢内分泌科，希望我

的内分泌器官组织、骨组织能做成切片用于科学
研究及教学。让内分泌科的学生有实实在在的教
材，让学科不断发展进步。我的所有组织都可以
捐献出来用于科学研究，提高学科研究水平。”伍
汉文教授还在遗嘱中写道：“我对医生都很信任，
当然希望我在战胜疾病的道路上能够成功，但也
许不成功，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希望大家继续做
好今后的工作，不断推动学科发展。”

据了解，为推动医学研究发展，在湘雅二医
院捐献遗体的，除了伍汉文教授外，还有两位。一
位是谢陶瀛，1936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 毕业后
留在湘雅。 他是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创始人。
1981年，谢陶瀛在生命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死后
将遗体捐献。另一位是徐立，1930年出生，湘雅二
医院成立后的第一批医生。 该院眼科副教授，主
攻眼外伤。生前，不仅填了遗体捐献申请表，还动
员妻子捐献遗体。2012年8月，徐立去世。

《我家那闺女》

直面两代人的“战争与和平”

生前耕耘不止，死后捐献遗体
湘雅九旬名医伍汉文展现大爱义举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杨丹
通讯员 罗赐林）2月23日， 春寒料峭，当
天挂牌的湖南潇湘齐白石艺术研究院创
作基地，却似一枝艳丽的寒梅，绽开在长
沙县果园镇田汉故里墨田书屋。 中华诗
词学会顾问、 潇湘齐白石艺术研究院院
长赵焱森，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楹联学会
名誉副主席、 湖南省楹联学会原主席余
德泉等出席了挂牌仪式。

赵焱森认为，文艺工作者不能“为艺
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脱离大众，脱
离现实， 而是要举精神之旗， 立精神支

柱，建精神家园。齐白石先生是我国20
世纪的书画巨匠，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艺
术家”称号。他开创了红花墨叶一派，将
民间艺术与传统技法相融合， 在扩大中
国绘画题材等诸方面， 将中国书画艺术
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和光大齐白
石艺术， 对提高书画艺术和繁荣艺术创
作，具有重要意义。

会上宣读了齐白石嫡孙齐展仪回忆
爷爷白石老人的文章， 与会者还挥毫创
作了一批弘扬传统、 歌颂新时代的书画
作品。

湖南潇湘齐白石艺术研究院创作基地成立

湖南农大加快创建国内一流农业大学
文化视点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成奇）近日，首届湘潭大学本
科教学荣誉评选结果公布，共有10位教
师获得相关荣誉及奖励。据了解，按照该
校本科教学荣誉体系规定， 获奖教师在
没有高级别课题的情况下， 也可以直接
参评职称， 此举为教学能手的职称晋升
开辟了“绿色”通道。

为引导和激励更多的教师热爱本
科教学、投入本科教学、研究本科教学，
成为大学本科教学方面的能手和专家，
湘潭大学于2018年8月推出本科教学荣

誉体系。 该体系设有一定递进性的4种
荣誉类型，其中包括“湘潭大学课堂教
学竞赛奖”， 侧重讲好一次课的能力考
核；“湘潭大学青年教学标兵”， 侧重讲
好一门和多门课的能力考核，每年评选
一次；“湘潭大学教学名师”， 侧重综合
的教学能力考核，每两年评选一次；“湘
潭大学杰出教学贡献奖”， 侧重综合的
教学影响力考核， 每两年评选一次。获
奖教师不仅会被给予相应物质奖励，而
且在无高级别课题的情况下，也可以参
评教授或副教授。

湘大教学能手有了晋职“绿色”通道
本科教学荣誉获奖者可直接参评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