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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郭瑶

安睡的枕头竟然含有警示意义，中国古代
的枕头到底有多少讲究？

12 月 28 日，由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
办，长沙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承办的“千
年梦华——中国历代枕文物特展”在长沙博物
馆开幕。132件（套）枕文物产自西汉到近代的
各个阶段，告诉你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
貌、民俗习惯和审美情趣。

汉代以来，软、硬两种枕并行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人类在旧石器时代
中期就懂得将头部垫高睡觉，一块燧石、一根
木头、一束捆草都可作枕。”西汉南越王博物
馆宣教部副主任叶丹洋说，人类最早使用枕可
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是因为人类进化到一
定时期，需要枕垫物来处理颈椎与脊椎在休息
时的合理弯曲。

“考古发现表明，我国历史上，至少从汉代
以来一直都是软、硬两种枕并行。但由于软枕
多用丝织物，易腐烂，所以流传下来的多是诸
如陶瓷、玉石、金属等硬质枕头。另外有一种观
点认为，君子比德于玉，玉石器质地坚硬，所以
古人崇尚硬枕，使用硬枕居多。”叶丹洋介绍，
云南、甘肃等地发现的战国时期的木枕，汉代
中山靖王刘胜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现的青
铜嵌玉枕等，都是硬质枕的代表。隋代张盛墓
出土的陶瓷枕模型，目前被认为是考古发现最
早的陶瓷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绢地长寿
绣枕为丝质，枕内填塞佩兰，是迄今所见最早
的保健药枕。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发现的鸡鸣
枕，也是软质枕。

枕也有警示意义

“宋代以后，陶瓷枕进入寻常百姓家。纹样
来源于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场景，将诗歌、绘
画、书法、雕塑等装饰手法融为一体，是瓷枕历
史的艺术巅峰时期。”叶丹洋说，瓷枕不单是一
种卧具，还兼有观赏、陈设与警示意义，上面书
写了不少劝世警言。

如白地黑彩行书劝世题句八角形枕，枕面
左右两侧分别写了“世”“劝”字样，其间有诗
文：“急急光阴似水流，随时过得且须休；儿孙

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
元代河北磁州窑生产的“相地张家造”款

白地黑花题《山坡里羊》词长方形枕，则写有充
满哲理的诗句：“有金有玉，无忧无虑，赏心乐
事休辜负。百年虚，七旬余，饶君更比石崇富，
合眼一朝天数足，金也换主，银也换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品牌
意识，瓷枕上常见有张家造、舒家记、王家造等
不同底款，“张家造”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民间，还流传着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警
枕”的故事。相传，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
时，唯恐自己贪睡影响编撰进度，便睡在一个
非常光滑的原木枕上，只要一翻身，头便会从
枕上跌落，他就会惊醒，继续工作。

唐代枕头小，明清猫枕作嫁妆

“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枕的实物是战国
时期的。汉代，上层贵族以玉石枕随葬。隋唐时
期，陶瓷业兴盛，瓷枕走上历史舞台。宋辽金元
时期，瓷枕文化的发展达到巅峰，至明清以后
逐步衰退。”叶丹洋说，陶瓷枕作为生活用具，
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窄到宽、由短到长的发展
过程。

唐代多为小的矩形、倒梯形三彩或绞胎
枕。叶丹洋推测：“唐代崇尚高大蓬松的发式，
小型陶瓷项枕垫在颈的后部，能使人们在休憩
时保持美丽的发式，又方便随身携带。”

宋代瓷枕较唐代明显增大，中间凹两端
翘、前低后高的造型，设计上更合理、科学，更
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睡眠需要。

“陶瓷枕的用途有多种。”叶丹洋认为，其首
先是纳凉的寝具，部分为陪葬的明器、书写的腕
枕、诊脉的脉枕，还有部分供赏玩和镇宅。在西
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陶瓷枕专题陈列中有一件

《枕赋》枕，清楚地介绍了陶瓷枕赏玩的用途。有
的磁州窑瓷枕上写着“镇宅大吉”的字样。

枕作为生活中极常见的卧具，承载着先民
对美好生活的寄托。自明清以来，北方很多地
区形成一个习俗：姑娘出嫁时，要选一对瓷猫
枕或一男一女美人枕做陪嫁品。因为猫谐音
耄，寓意长寿，猫枕寓意夫妻健康长寿、白头偕
老。非常有特色的婴孩形状瓷枕，则寄托了古
人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希望。

“我发现，中国人对瓷枕情有独钟。”叶丹洋
指着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菱形纹瓷枕说，从目
前的出土文物来看，与长沙窑的其他陶瓷产品
畅销海外相反，其瓷枕并未在海外发现。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孟姣
燕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东平）湖南十大特
色文旅小镇今年10月授牌。2020年元旦
春节期间，省文化和旅游厅统一部署，推
出文旅小镇“年文化”系列活动，欢迎广
大游客前往体验。

体验传统习俗。长沙县果园镇策划
组织首届“浔龙河过大年”家庭游主题活
动，还将举办长沙县2020年特色文旅品
牌发布暨“百村千品”成果展及田汉文化
街开街仪式；望城区铜官小镇将开展铜
官戏剧节、非遗节、美食节、年货节等四
大主题活动，并举办书堂山国风民俗节；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桃花源镇推出“战擂
王、品擂茶”“穿汉服、逛雅集”“观非遗、
赏民俗”“享民宿、喜团年”“转福运、祈新

年”活动；洪江古商城小镇的龙狮巡游、
收龙大典、商道迎春庙会年味十足。此
外，岳阳县张谷英镇的玩龙舞狮、“孝友
文化”大课堂、皮影戏、打鼓、劝孝歌活
动，以及新化县水车镇的古戏台嘉年华
演出都是为游客迎新年量身定制。

感受民族风情。永顺县芙蓉镇将举
办土家年传习活动；通道侗族自治县坪
坦乡的原生态侗歌表演、芦笙踩堂将会
热闹上演；龙山县里耶镇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土家族迎新、秦简博物馆迎新系列
活动。

浏阳市文家市镇举行秋收起义精
神、“人民功臣”甘厚美大型红色故事分
享会，以及“湘约文家市”元宵喜乐会等
活动，邀您接受一场红色文化洗礼。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孟姣
燕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东平）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 2020 年元旦春节全省文化旅游
惠民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锦绣潇
湘”全域旅游惠民年卡2020年1月上旬
推出“买一送一”和 10 条精品旅游线路
免费游的惠民政策。

“锦绣潇湘”全域旅游惠民年卡是由
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12301公司推出的
一项文旅惠民工程和“锦绣潇湘”品牌推
广工程。该卡是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
利用现代物联网、互联网技术推动建设
全域旅游基地而发行的景区智能电子年
票。目前，该卡涵盖全省 100 余家景区，

价值超 6000 元，包括 5A 级景点 4 个(韶
山滴水洞、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东江
湖、崀山）、世界文化遗产1个(老司城遗
址)、温泉3个(汝城温泉、福泉山庄、灰汤
紫龙湾温泉)、网红打卡景区 10 个(芙蓉
镇、石牛寨、桃花源等)、旅游演艺2个(《魅
力湘西》《中国出了个毛泽东》)，4A级景
区30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8 日，“锦绣
潇湘”全域旅游惠民年卡针对春节返乡
市民和元旦春节来湘游客推出“买一送
一”和10条精品旅游线路免费游的惠民
政策。市民游客可关注“文旅湖南”官方
微信了解相关信息。

“锦绣潇湘”惠民卡“买一送一”
10条精品旅游线路邀您免费游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通讯员 陈
晓燕 记者 段涵敏）12 月 26 日，湖南省
首家肺癌精准早期筛查机构三易肺科开
诊。据悉，该机构将通过低剂量螺旋 CT
和3D人工智能精准分析，让肺癌预防实
现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

筛查现场，扫描、成像、智能分析，在
人工智能图像显示下，专家一对一向筛
查者解答、指导，不到半小时，筛查者就
能得到了一份影像分析报告，以及防癌
相关健康知识的指导。据悉，以往肉眼诊
断容易遗漏的3-5mm以下的结节，人工
智能几秒钟就能达到预判和报警，并根
据结节的大小、密度等十多个参数，划分
高、中、低三个危险等级，给医生提供诊
断依据，减少肺癌的漏诊。

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2017年，肺
癌死亡率增加了 12%，位居中国居民早
死原因的第三位。湖南省肺癌发病率和
死亡率为所有恶性肿瘤的首位，且肺癌
患者5年生存率不到20%。专家表示，若
能做到早期发现和早期手术治疗，肺癌5
年生存率可达到 90%以上，且生活质量
明显高于中晚期患者，医疗花费大幅降
低。

湘雅二医院胸外科主任喻风雷教授

认为，肺癌防治应改变以往被动防控模
式，向“早防、早筛、早诊、早治”四早防控
模式转化。他建议，我省应完善肺癌协同
防治体系建设，以弥补大型公立医院在
肿瘤早筛早防工作中的不足，加大对早
期肺癌防治科研项目的支持投入，将防
癌体检与分级诊疗结合，加强对基层医
生的培养，规范筛查和监控指标，提高低
剂量螺旋CT在肺癌早筛中的使用，普及
肿瘤健康宣教，加大控烟力度，加快医疗
云平台建设等，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癌
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 年）》防癌
具体行动。

■链接

什么样的人群
需要筛查肺癌呢？
我国《肺结节诊治共识》认为，年龄≥

40岁且具有吸烟≥20包/年或曾经吸烟≥
20包/年，戒烟时间＜15年；有环境或高
危职业暴露史（石棉、铍、铀、氡等接触
史）；合并慢阻肺、弥漫性肺纤维化或既
往有肺结核病史；既往罹患恶性肿瘤或
有肺癌家族史者任何一项者为肺癌的高
危人群，应尽早正确筛查。

人工智能助力

湖南有了首家肺癌早筛机构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汤厚松）12月28日，湖南省文
化艺术基金会2019年年会在长沙召开。
会议透露，2020年，该基金会将围绕“小
康中国”主题开展系列公益文化活动。

2019年，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投入公
益资金近 700 万元，支持杂技艺术人才
培养、儿童剧《木兰从军记》海外驻场演
出及举办双拥文艺晚会、“百姓舞台·百
姓家——长沙音乐厅市民开放日”、“湘
女秀·创业季”等活动，开展公益文化活

动30多场。
今年，该基金会将继续秉承“开展长

效型公益文化活动”理念，围绕“小康中
国”主题，举办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公益演
唱会、湖湘女画家·三（代）八（人）展、自
作诗联书法展、老干部系列文化活动等
公益文化活动，用艺术反映中国社会的
历史性巨变，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此
外，还有双拥晚会、“家家乐”——企业家
与艺术家联谊活动、首届微文大赛、文化
下基层等多项活动。

省文化艺术基金会将开展
“小康中国”主题系列公益文化活动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
员 刘奕芸）12月24日，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胡浩犯受贿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案一审公开宣判。胡浩在担任湘阴县河道砂石综
合执法局荷叶湖工作站站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为夏顺安团伙充当“保护伞”，被绳之以法。

今年9月以来，益阳市委政法委牵头开展
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失职失责甚至

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全市以夏顺安涉黑团伙案等案件办理为突破
口，坚持破案攻坚与行业整治一体推进，挤压
黑恶势力滋生空间。

截至目前，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取
缔非法采矿点28处；水利部门联合公安、交通
运输部门清理“三无”采砂船只39艘，刑事拘留
8人；市卫健委开展打击“黑诊所”“医托”等医

疗乱象，处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24起。全市各
行业系统全面加强了源头治理、联合执法、专
项整治等工作，助推行业监管上新台阶。

益阳市纪检监察机关加大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的深挖彻查力度，9月份以来共受
理问题线索60件，其中立案审查25件，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19人，组织处理27件，移送司法机
关5人，持续以高压态势“打伞破网”。

全市娱乐服务场所黄赌毒问题专项整治
行动开展以来，已查处黄赌毒违法犯罪人员
499名，缴获毒品4079克，破获涉黄赌毒省督
案件30件、部督案件6件，有效净化了社会治
安环境。

破案攻坚与行业整治一体推进

益阳发力整治黄赌毒和黑恶势力

体验“年文化”，
文旅小镇热情迎宾

文化视点

“千年梦华——中国历代枕文物特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幕，里面好多想不到——

睡觉的瓷枕竟有警示意义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王成奇 记者 余蓉）寒冬腊月，寒梅怒放。近
日，湘潭大学对26名湘西泸溪籍学子开展助学
帮扶活动，每人资助3000元，资助计划将持续
两年。

这项资助是湘潭大学驻村帮扶该县洗溪

镇张家坪村工作队，把扶贫工作从张家坪村往
全县发展的新举措。“帮扶一个村，辐射整个
县”，针对泸溪需求，湘潭大学充分利用自身技
术、人才、智力等优势，在全力帮助张家坪村脱
贫的同时，对该县全方位地提供脱贫支持。

今年8月，该校为泸溪县近100名基层干

部开展业务和党务知识培训，预计明年将覆盖
全县基层党支部书记。同时，帮助泸溪县铝制
品厂开展污染治理和产品技术更新，大大降低
生产成本；为泸溪县研制椪柑深加工产品，进
一步提升了椪柑保鲜技术，并初步研制出椪柑
酒，椪柑酥饼等新产品；实施泸溪高考学子助
学计划，在泸溪一中建立优质生源基地，并在
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资源互享共
用。

帮扶一个村 辐射整个县

12月28日，小朋友在观赏展出的北宋时期卧女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伟人故里女性“美”
12月30日，参赛选手在舞台上展示旗袍美。当天，湘潭市旗袍协会举办湘潭市第

三届莲城莲花爱心旗袍大使决赛，21支代表队参加了角逐。每队选手身着不同款式旗
袍，展示出女性窈窕优美的身姿和万千妩媚的风情，充分展现了湘女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谭清红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任彬彬）今天下午，2019年湖南省科技金
融志愿者服务总结表彰暨投融资路演会在湘
江基金小镇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年我
省科技金融志愿者服务直接促成35家企业获
投融资 30.22 亿元，其中，银行授信 16.09 亿
元，较上年增长 123.78%，银行贷款 11.07 亿
元，较上年增长161.08%。

据省科技厅介绍，传统投融资对接服务存
在分散式、碎片化的弊端，中小科技企业融资
条件先天不足，需要在体系化推进、全过程服
务和增强对接效率效果等方面加以完善，科技
金融志愿者服务活动是该厅于2018年启动的
公益性投融资服务专项品牌活动，在增进融资
双方互信的基础上，建立高效对接机制，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

据统计，2019年，省科技厅面向800余家
科技企业征集融资需求，组织120位金融专家
组成10支科技金融志愿者服务队，为90家重
点企业提供“集成式、全流程、零距离”投融资
服务。志愿者服务还带动湘江新区、各市州举
办多个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品牌活动，服务科
技企业超过2100家，达成意向融资金额约96
亿元。截至9月30日，全省科技企业贷款户数
和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8.26%和10.59%。

会上，表彰了18家科技金融志愿者服务优
秀服务机构和22名优秀志愿者，举行了企业融资
项目和首批“创业者港湾”共建签约仪式。随后举
行的投融资路演中，迈太科、中晟全肽、麦可思、
瑞和科技、视觉伟业、慧联智能等六家科技企业
共获得现场投资机构意向投资额14.13亿元。

我省科技金融志愿者服务见成效

直接促成35家企业
获投融资30.22亿元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王海金 袁达） 12 月 27 日，中南大学知
识产权中心正式揭牌，这是湖南省首批试点建
设的高校知识产权中心。中南大学副校长周科
朝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探索建立以知识产权
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机制和模
式，充分挖掘、培育和转化学校的高价值专利，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悉，自 2016 年以来，
中南大学共有7项单项金额过亿元重大知识产

权成果实现转化。
湖南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知识产权强省，高

校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用至关重要。中南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何炼红教授告诉
记者，长期以来，高校的知识产权主要是由科
研团队进行管理和维护，学校层面普遍缺乏专
门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统一的运营。高校知识
产权中心的建立，旨在整合高校、政府、中介、
金融、企业等各方资源，搭建高效运营的知识

产权转化平台，促进学校科技成果与产业深度
融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湖南省首批高校知识产权中心建
设试点单位为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工业
大学。近年来，中南大学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且知识产权转移转
化水平也大幅提高。今年截至12月12日，该校
知识产权转化共计46项，合同总金额超过4亿
元，其中金额最大的2项均超过亿元，并实现省
内落地转化。

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新时代知识产权运
营湘江论坛。围绕高校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建设与服务能力提升等主题，来自中国知识产
权研究会、同济大学、湖南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湖南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单位的专家们
展开了交流。

为全省高校知识产权运营探索有效模式

中南大学知识产权中心揭牌
今年该校知识产权转化合同总金额超过4亿元，其中

2项金额均过亿元，实现省内落地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