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黄琼）24日到25日晚，由怀化市鹤
城区阳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阳戏《侗山
红》 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 亮相
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这是我省
唯一入选的剧目。

《侗山红》 由国家一级编剧冯之担任
编剧， 国家一级导演贺希娟担任导演，是
怀化上河阳戏首部反映通道转兵题材的作
品。 该剧根据发生在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
侗寨的真实故事改编， 以红军通道转兵这
一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救红”“藏红”“护
红”“留红”“怨红”“送红”6个部分， 讲述了
芋头侗寨村民收留救治两名受伤红军的动

人故事。通过刻画红军排长李宝山、战士马
大兵、侗族姑娘月亮和她的父亲龙十五、芋
头侗寨寨主杨寨佬、媒婆桂嫂等艺术形象，
展现了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的
坚守，表达了侗族同胞和红军的鱼水之情。
侗寨的鼓楼、风雨桥、侗族服饰、侗族大歌、
芦笙舞……被巧妙运用到舞美设计、 音乐
编排中，让该剧极具当地少数民族特色。

在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中，《侗山红》斩
获包括田汉大奖在内的6个奖项。

据悉，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于6月18日
在北京开幕。全国共有31台剧（节）目参演，
涵盖秦腔、婺剧、潮剧、琼剧等30个剧种。

《侗山红》亮相
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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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见习记者 邢骁
通讯员 张念琪）6月25日，“湘江评论陈列
馆”在长沙市芙蓉区修业学校开馆。

修业学校创办于1903年，是长沙市历
史最悠久的小学，至今已走过116个春秋。
毛泽东、徐特立、周世钊、黄兴等老一辈革
命家曾在此工作过。

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以湖南学生
联合会名义，在修业学校任教历史期间，创
刊《湘江评论》，并亲任主编。作为毛泽东撰
写“湘江评论”旧址———修业学校于今年1
月正式启动挖掘红色文化及校史建设的提

质改造，建设“湘江评论陈列馆”，校园内南
楼一房间为毛泽东撰写“湘江评论”编辑部
旧址，其墙面、地面、书桌、柜子等都呈现百
年前的原貌。

芙蓉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是毛泽东同志创办并主笔《湘江评论》
100周年， 全党上下正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芙蓉区将引红色
资源之“源”，活党性教育之“水”，全力建设
好新时代党员干部红色讲习堂， 力争打造
第一师范、“湘江评论”编辑部旧址、清水塘
三点贯通一体的初心溯源党性教育体系。

《湘江评论》编辑部旧址复原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梁辉） 湖南省卫健委今天正
式授牌桃江县人民医院“县域三级综合医
院”，这是桃江县人民医院与湖南省人民医院
5年来精诚合作的又一成果。医联体“桃江模
式”得到国家卫健委和省政府的充分肯定，为
县级医疗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当天，
湖南省人民医院与桃江县人民政府还签署
了共建健康桃江对口合作框架协议。

桃江县人民医院2014年7月与湖南省
人民医院开始合作。近5年来，双方探索以
“三化三共享”（人才培养系统化、技术开展
精准化、管理模式一体化，共享资源、共享
品牌、 共享文化） 为核心的医联体建设模
式，入选了国家卫健委2017年公布的11省

医联体建设成绩单。 桃江县人民医院通过
医联体建设， 有效提升了县域大病救治能
力，临床病室从20个增加到32个，市级重
点学科从7个增加到13个， 省级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新增加3个，实现零的突破，胸痛
中心、卒中中心通过国家或省级认证，县域
内可开展所有三类手术和部分四类手术。

桃江县人民医院先后于2017年、2018
年与武潭镇中心卫生院、 县第三人民医院
组建了县域医共体， 县域其他医疗机构以
不同形式，主动加强与省内三甲医院合作，
初步形成“医生跑，技术跑，病人不用跑”的
分级诊疗模式， 群众在家门口的医疗服务
日趋优化，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形成了群
众、医院、政府多赢的局面。

医联体“桃江模式”成效显著

“医生跑，技术跑，病人不用跑”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每年一到高考招生期间， 就有一些不法
分子打着种种幌子进行招生诈骗活动。 湖南
省教育考试院梳理发布了一些常见的诈骗伎
俩，同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普通高校招
生录取中，没有任何人可以“用钱买分数”；没
有任何人在高校招生中享有特权； 除了省教
育考试院， 没有其他任何机构可以进行普通
高校招生， 不要轻信招生诈骗分子的花言巧
语，以免上当受骗。

冒充高校招生人员行骗
骗子自称为某高校招生人员， 暗示自己

可以帮忙录取。 家长慷慨出手， 结果上当受
骗。

防范提醒： 录取工作全部实行异地远程
网上录取，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信息，按志愿
和分数由计算机来排序投档， 不受任何人为
因素影响。

混淆教育形式蒙骗
一些不法分子故意混淆普通高校招生与

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网络教育等不同招生类
型，拿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的入学通知书
蒙骗考生及家长。

防范提醒：网络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
试入学门槛较低， 有的甚至不需要高考分数
即可就读。高校《招生章程》注明了招生学校
的校址、办学层次、办学类型、颁发学历证书
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等重要信息， 考生和
家长只要详细查阅， 就能避免上述混淆概念
的欺骗手段。

声称“低分高录”哄骗
骗子自称是招生院校或省招办某领导的

熟人、亲戚，声称自己有办法让不够本科一批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本科一批院
校， 只上了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录取到本科专业。

防范提醒： 省教育考试院严格执行批次
录取分数线和有关政策， 不录取不符合政策
规定的考生； 除了国家和我省规定的照顾政
策外，没有人在高校招生中享有特权。

谎称“内部指标”诱骗
有不法分子通常称可弄到高校招生的内

部指标等。
防范提醒：我省实行网上远程录取，省教

育考试院严格执行国家和省下达的招生计
划，即便是招生院校投放到我省的机动计划，
也只能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

假冒军校招生诈骗
近年来， 军队保卫部门与地方公安机关

连续破获多起假冒军队院校招生诈骗案件。
一些考生家长心存侥幸， 希望花钱托人找关
系上军校，结果造成“财学两空”。

防范提醒：军校招生没有计划外名额，军
队和武警部队不允许任何个人私自携带招生
公文， 招生过程不存在向考生或家长展示公
文这一环节。有关军队院校招生的详细信息，
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网站等查询。

打特殊类型招生幌子行骗
以“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

运动队”等特殊类型招生为幌子行骗。
防范提醒：具有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的

高校均在教育部“阳光高考 ”网站公布了
特殊类型招生章程，获得资格的考生均在
该网站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具备录取
资格。

利用所谓假“预科生”进行诈骗
国家规定不允许超计划、无计划招生，以

假“预科生”名义进校后不能办理录取手续，
不能电子注册和取得学籍， 近几年个别高职
高专院校，承诺“先上车后买票”“专科进本科
出”。一些不法分子借机而动，四处搜罗生源，
向违规招生高校推介， 向家长收取巨额好处
费、信息费。

防范提醒：按教育部规定，湖南省考生只
有经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办理正式录取手
续，才能取得普通高校学籍，毕业时才能获得
普通高校的学历文凭证书。

利用录取信息欺骗
每年招生期间， 有些骗子利用家长和

考生提供的报名号或准考证， 在招生录取
现场咨询点查询考生投档轨迹， 钻家长和
考生信息不灵的空子， 本属于正常投档和
录取，却向考生家长报功，并借机向家长收
取钱财。

防范提醒:考生不要轻易将自己的身份证
号码和报名号告诉别人。在录取过程中，所有
考生都可以通过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和
当地县（市、区）招办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只
有在省教育考试院指定的查询渠道查到的录
取结果才是真实可靠的。

高考招生关注

高招开启，小心8大诈骗伎俩

6月26日，长沙市
首届非遗摄影作品展
在非遗展示馆开展，
展出的160幅作品取
材丰富， 生动展示了
长沙“非遗”的魅力，
用有温度的光影诉说
长沙“非遗”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屈艳 亚平

6月26日14时02分，经过近6个小时的
采集后，汨罗市民陈小兵(化名)在岳阳市
一人民医院成功捐献176毫升造血干细胞
悬液。这份“生命种子”随即搭乘飞机飞越
800余公里，运抵重庆某医院，移植给一名
白血病患者，为她的生命续航。

陈小兵今年22岁，目前在岳阳市一家
餐馆当厨师。去年3月6日，他在汨罗街头偶
遇一辆志愿献血车辆，便走进去，开始了人
生首次献血。随后，他主动加入了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6月19日，岳阳市红十字会得知，陈小兵
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高分辨配型成功，需要捐
献造血干细胞。陈小兵毫不犹豫答应了。

由于父母担忧， 陈小兵向岳阳市红十
字会申请能否推迟捐献。 他找到在湖南民
族职业学院任教的叔叔陈栋商量， 得知捐
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无碍，又有妻子支持，
便下决心同意捐献。

22日，陈小兵来到医院打了第一剂动

员剂，又坚持到岗工作。
26日8时许，陈小兵躺在了采集室，笑容

满面，想到自己的举动能够挽救一条垂危的
生命，小伙子有些激动：“第一次献血就能配
型成功，非常幸运。希望接受者能重拾对生
命的信心。”

捐助现场， 岳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刘
玲和志愿者为陈小兵颁发了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的“捐献造血干
细胞”荣誉证书，送上了鲜花与祝福。刘玲
深情地说：“感谢您的大爱之举， 重新托举
了生命的美好。”

10时许，从重庆来取造血干细胞悬液
的医生， 带着受捐者母亲的感谢信来到医
院。“无情的病魔把我们的生活推向深渊，
是您让我们崩溃的心又充满了希望……”
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激之情。 陈小兵不忘勉
励受捐者：“你一定要好起来！”

刘玲告诉记者， 陈小兵是中华骨髓库
累计捐献干细胞的第8500例、 岳阳市第
197例。目前，岳阳市是全国捐献人数最多
的地级市。

“生命种子”飞越千里———

汨罗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潘思荣）“谢谢你们主动上门为我服务，了却了
我的心愿。”近日，浏阳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来到94岁老人吴震的家中， 为他送来了遗体
捐献志愿书，老人接过捐献表，郑重地签下自
己的名字。

多年前， 吴震就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前
不久，他通过报纸上刊登的联系方式，与浏阳
市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人死了，身体还留着
有什么用，还不如捐出来，帮助别人，或用于医
学事业也挺好。” 在聊及关于遗体捐献这个话
题时，吴震说，遗体捐献是一种精神，社会很需
要，当自己老了，不能为社会做什么了，唯一想

到能做的也只有捐献遗体了，这也是自己最后
的贡献。“我们都尊重他的想法。” 对于丈夫捐
遗体的事，吴老的妻子李月华表示支持。

“通过遗体捐献，能帮助他人，在社会也形
成良好的氛围。” 浏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朱海
峰介绍，吴老也是今年签下遗体捐献自愿书的
第207例。

吴震的籍贯是浏阳淳口，1952年定居台
湾。退休后，吴震开始经商。从1980年开始，吴
震经常要到内地出差，也就是从那时起，每次
出差他都会特意回到浏阳看看家乡的变化，他
还常做公益帮助家乡的困难群众。1996年他
回到浏阳建房，常住浏阳。

94岁浏阳籍台胞
签订遗体捐献志愿书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王琼）6月20日，投资12亿元、占地达
283亩的湖南虹宇生态园·康年城项目在
岳阳市君山区虹宇生态园正式开工。

该项目是湘北地区首个高端健康养
老项目，距岳阳市中心15分钟车程，项目
分为医疗护理、休闲旅游、高端养老三大版
块。依托全国五星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园———湖南虹宇生态园开发建设，倾
力打造集医疗护理、休闲旅游、高端养老为
一体的示范园，是岳阳乃至湘北地区新一
代功能复合型、医养结合型、旅养互通型的
大健康高端养老示范园。

湘北地区首个高端
康养项目落户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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