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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óL.Ðôõö' ǹp"qr�ð'UóÞ
ôª÷,L.øù_úY!ûIüý¯,ª
þ½ÿ�d'9!e,L.EU¼ØônÏz
û9ò«"�##

vi¿%&']Yn¾¿p"qr�û'x
`$í%æW&'W¾¿k¿()*+,p-B

CP'(å.¾¿p"qr`cd/æ~
0B ÔÕ'cdZ1+2Ûp"qr !* 9'ã
3äå"FÉÑÒ *!" :' 4�5�6 (%&
é'�6789::;Y $(+!:B

01234!56789:;

n<Õ`9ð�!û~ó�:¶=[,õ
ö'«ÃòÌ>L'?I{b3ÄBCP`9!
e¾¿'üRÃ@òÒK?'A?,B�''R '(
S'`cdZBCgXYDBÎEIÁÂÃ,
n¾¿p"qr�ð'Kæ�lmn"F$FG
�HIæ>J8KÎ'k¸¾¿p"£Uq3
,LMB

¾`NQÕ' (%v.9:N�ÞôFG
�9!e'ÂÃ±Ñ�Kæ"F$OÌPQRm
nÂÃI«STU,�6'«NL.VÃ,W�

³'X�@�3ÓN'W�þY�å!Z[B �
`cd'\],L.M^CG_(`ab

Ò9b$B
+cjd'efgh'ij,klð'+m

m,ek(¢½nB`opgq,j,¾¿p
"r%9:NØ%'«SwxsstumnL.
vévjO �nKSz(éRO �

wqkjxjy([\z��È'ù{Þ
"Fj|,Q}¶~M��'p"r%9:,
L�±�/��W��W��ÍV����W*
+��,L.Bqkj�lmn"Fj|ùð
���Òêë:�'Q> &)�'`Kæ>�L
þ��íÁ'�����ÂÃ���Y~�Ì
ôR�� &)))?,��L�6B

PQ`3'cdZ:§¨Ö�b"FÉÑ
Òr%9:NWÉÊ�.9:NÍ�\9:N
'& %'y�Æ¿�È $%"+ :�'y�¾¿k
¿ÀÁ %"'':�B«�C�'�¨ 0w"F
ÉÑÒ,¾¿@¢'¡¢y��\Æ¿VÃÄ
ÅB

£�¤/cdZ¥9¦dñ§,jj|'
¨=`i©ª«>L'üRÞ�LB %))) K
?B~¬`cd:§e!,®�Âx¯ÓB
ÞÆ¿VÃÄÅ,�°'� ×¡¢±�ô²
LW³L¶´qÃMÍV�ÄÅBØ`'£�¤
`9!e,³öµ¶�óÞô²·¶¸L.'
üéRÃ¹Þ ()))?,LBB

wcdZ:§¨ºá:�È' ǹ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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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王晓）日前，“戏韵湖南”湖南省中小学戏
曲进校园成果展示与交流活动在株洲圆满落
幕。据了解，此次活动分为专场戏曲晚会、专
家学者主题报告、戏曲进校园圆桌会议、教学
实践成果工作坊、 师生戏曲展示课5大板块，
分别在3个分会场进行。

其中， 在株洲市第二中学举办了湖南戏
曲进校园“株洲模式”专场晚会。整场晚会由
《梨花梦》《梨花绽》《梨花萃》《梨花乐》《梨花
颂》五个篇章组成，节目包括在中国剧协第23

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 获得金
奖的小演员冯熙官演出的花鼓戏《打铜锣》和
获得最佳集体节目奖株洲市天元小学演出的
湘剧表演唱《沁园春·长沙》等。

同时，围绕“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扎实推
进传统文化促美育发展”这一主旨，株洲市天
元中学、 天元小学全方位展示了近年来湖南
开展中小学戏曲进校园活动的研究成果，通
过主旨报告、经验分享、戏曲示范、教学展示
等多种形式，为大家提高戏曲课堂教学效益、
创新戏曲传承方式等提供了真实案例和鲜活

经验。与会者认为，通过这种有意义有实效的
交流活动，不仅丰富了理论知识、提升了素质
能力，还开阔了视野、拉近了戏剧传承者彼此
之间的感情。

主办方透露，作为省戏剧家协会“中国梦·
戏剧梦”湖南戏剧传承和扶持工程的内容之一，
举办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关于
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精神，加强戏曲通识普
及教育，增进学生对戏曲艺术的了解和体验，营
造戏曲传承发展的良好环境。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王晗）记者
日前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了解到，2019年跨年演出季已拉开帷幕。从11
月至明年2月， 该剧院将上演话剧、 歌剧、舞
剧、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出，历时4个
月，在岁末年初掀起一场场“艺术风暴”。

每年年末， 梅溪湖大剧院都会特意安
排一部重磅演出作为岁末大戏以飨观众。
12月30日至31日， 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

的话剧《平凡的世界》 将作为岁末大戏亮
相长沙， 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
景式呈现当代城乡社会全貌。1月6日，有72
年历史的罗马尼亚巴纳特蒂米什瓦拉爱乐
乐团将携手男高音戴尔特·雷西与女高音
乔治亚娜， 为长沙观众奉上一场新年音乐
会，演出《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我的太阳》
《祝酒歌》等经典曲目。

2020年将迎来中意建交50周年。1月12日

至13日，被誉为“世界十大歌剧之一”、“威尔
第最辉煌歌剧”的意大利原版歌剧《阿依达》
将在梅溪湖大剧院演出，力邀拉法埃拉·安杰
雷蒂、沃尔特·弗拉卡罗、乔凡娜·卡索拉等3
位世界顶尖级歌剧艺术家担任主演。

此外，这次跨年演出季，著名舞蹈家杨丽
萍导演的现代舞作品《春之祭》、实力派舞者
黎星、胡婕等主演的舞蹈剧场《大饭店》等将
轮番登台。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周扬莉） 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学工作暨
信息化教学、1+X证书制度试点现场推进会
近日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举行，为我省
首批1+X教学研究中心授牌。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科
技职业学院、湖南城建职业学院、湖南物流
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高职院校的6个专业
成为湖南省首批1+X教学研究中心。

“1+X证书”即教育部在职业院校推行
的“1本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制度，于今年启动首批试点。本次推进

会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 会议主要围绕统
筹部署新时代推进职业教育“三教”改革和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探讨信息化2.0时
代职业教育教学手段、 教学方式的现代化
路径，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悉， 作为湖南首批1+X证书教学研
究中心之一，湖南汽车工程职院初步探索了
教材、教师、教法“三教改革”和教学管理改
革。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该校建立了1+X证
书数字化平台，学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登录
网络平台进行在线学习或仿真训练，实现了
云上资源、新型教材、现场设备有机衔接。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通讯员 吴靖
记者 李传新）口腔溃疡相信很多人都不陌
生，一般都觉得是“上火”了，不会特别在
意。长沙的李先生半年来反复口腔溃疡、肛
门溃疡，几经辗转，近日在湖南省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确诊为白塞病， 这是一种罕见
病，容易被误诊和漏诊。专家提醒，反复口
腔溃疡应警惕白塞病。

而立之年的李先生， 半年前突然出现
不明原因的反复口腔溃疡及肛门溃疡，还
伴有发烧、消瘦等症状，到多家医院的口腔
科、皮肤科就诊，都没有明显效果。几经打
听，近日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
医生诊断为患上了白塞病， 经过规范治疗
才有所好转。据介绍，白塞病是一种慢性全
身性血管炎症性疾病， 主要表现为复发性
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眼部病变及皮肤损

害，也可累及血管、神经系统、消化道、关
节、肺、肾等器官。白塞病最常见的损害是
口腔溃疡和外阴溃疡， 反复发作的口腔溃
疡是多数白塞病患者的首发症状， 溃疡为
单个或数个，可发生在口腔的任何部位，疼
痛明显，严重时影响进食，大约1至2周后自
行消退而不留瘢痕。 复发性口腔溃疡是诊
断本病的最基本必备症状。

由于白塞病比较罕见，多数患者，甚至
医生，都对此病认识偏低，加上发病表现多
样，容易出现误诊和漏诊，常常耽误了最佳
治疗时间， 有的患者经历数年甚至更长时
间，累及全身多系统、多脏器，导致严重后
果。医生提醒，反复口腔溃疡可能是某些风
湿性疾病如白塞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等临
床表现， 应尽早到风湿免疫专科检查是否
有免疫功能异常引起的风湿性疾病。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保文）11月12日，永兴县纪委监
委公布了近2个月发现的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23个，已整改16个，剩下7个正在限期整
改，约谈提醒有关负责人6人。

今年9月，为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永兴县打出“组合拳”。县纪委监委
加强与巡察、审计、财政、扶贫等部门的
协调配合， 建立乡镇和部门纪律审查片
区协作工作机制， 合力聚焦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以及环保、食品药品等民
生领域突出问题，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

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进行集中治理。专
项整治开展以来，该县坚持问题导向，找
短板、补漏洞，督促各乡镇、各部门自查
自纠问题，并畅通“信、访、网、电、微”信
访举报受理渠道， 广泛收集群众反映的
问题线索。

永兴县还建立问题线索共享机制，由
县纪委监委及巡察、 审计等职能部门对问
题逐条研判， 分类施治。 并对问题线索移
送、问题整改等情况进行定期通报、督查督
办。对问题查找不准、处理不到位的，均予
以严肃问责。

南县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问题

1至10月处理161人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张婷） 南县某房产公司违规收取
购房户燃气开户费，县发改局原价格监督
检查股负责人余某因此受到政务警告处
分。近日，在接受组织调查时，余某追悔莫
及：“执行政策时漠视了群众利益，实在不
应该……”

今年以来，南县纪委监委着力整治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从严从
快查处，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
领导责任。今年1至10月，该县纪委监委共
发现和受理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234个，处理161人，立案116件，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56人、组织处理105人，追缴并退
还群众资金244.92万元。

湖南首批1+X证书
教学研究中心授牌

反复口腔溃疡，一查竟是白塞病
专家提醒，反复口腔溃疡应警惕白塞病

永兴“组合拳”整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戏韵湖南” 精彩纷呈

长沙掀起“艺术风暴”
梅溪湖大剧院跨年演出季大幕开启

11月16日，市民在观看展览。当天，《人民世纪：朱宪民摄影展》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开幕，展
出了中国当代著名纪实摄影艺术家朱宪民纪实摄影史的价值三部曲，120幅摄影作品完整地呈
现了1963年以来他在各个时期的影像纪实。这是朱宪民在湖南的首次大规模回顾性展览，也是
该馆“典藏中国”系列展览项目的首个展览。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陈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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