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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静 王志成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6月22日，在湘潭市中心医院骨二
科病床上，11岁的小旭东经历3次手术，
病情终于稳定。病床旁站着一位特殊
的访客，他是“中华稀有血型公益联盟”
创立者许国栋。

两人素未谋面，却有着特殊的“血
缘”，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的是3‰的人才
有的稀有血型。10天前，一场车祸让这
种“血亲”联系得更加紧密。

6月11日，家住湘乡的小旭东坐在
妈妈的电动车后座，从学校赶回家。在
乡道拐弯处，一辆小车撞过来，小旭东
母子被甩到菜地里。小旭东右腿多处
骨折，右足皮肤脱套伤，失血严重，被紧

急送往湘潭市中心医院。
出血量大，伴随着皮肤坏死、感染……

更严峻的是，小旭东竟然是Rh阴性O型
血（俗称“熊猫血”）。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马上与市中
心血站联系，血站连续供血 2400 毫
升。但血型稀有，血库告急。”主治医师
邹平说，本周还要进行组合皮瓣手术，
至少需要2000毫升血。

从这时开始，10天时间内，由医院、
血站、家属发出的紧急求援“熊猫血”刷
爆微信朋友圈。

全城接力，急寻“熊猫血”。湘潭市
中心医院感控科医师唐文瑞看到微信
群里紧急求援“熊猫血”后，马上献了
300毫升。

唐文瑞是众多“熊猫侠”中的一员。

湘潭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10天
时间内，共有17名“熊猫侠”献血，仅21
日就有10人在城区各采血点献血。

谁在组织？答案隐藏在唐文瑞的
微信群里。大学一年级时，唐文瑞得
知自己是 Rh 阴性 O 型血后，就一直行
走在应急救人的公益道路上，陆续加
入“稀有血型公益联盟湘潭群”等微
信、QQ 群。这些群的创立离不开一个
人——许国栋。

今年42岁的许国栋，是湘钢一名普
通工人。10多年前，当得知自己是“熊猫
血”后，他开始结识周边同样是稀有血型
的朋友，希望抱团在一起，成为彼此生命
的依靠。“中华稀有血型公益联盟”由此
诞生，这些主要来自长株潭的“熊猫侠”
们，积极为有需要的人无偿献血。

“这些年，我们的‘公益战友’已壮
大到五六千人，挽救了成百上千的生
命。”许国栋说，印象最深的是 2011 年

“中华稀有血型公益联盟”第一次跨省
救援，坐火车到江苏为一名被高压电击
伤的患者献血，碰到了从全国各地赶来
的“熊猫侠”。那一次全国“总动员”，让
大家看到 3‰的“稀有”力量，也让许国
栋看到异地驰援的弊端。

“必须壮大稀有血型在各地的团
队，实现就地、就近、快速救援。”在许国
栋等“熊猫侠”的努力下，稀有血型联盟
逐步壮大。目前，我省每个市州至少有
3个“稀有血型之家”QQ 群、微信群，此
外还有50多个国内省域群、地区群，“中
华稀有血型公益联盟”已成为国内颇具
影响力的稀有血型生命救援公益团队。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易
禹琳）今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
公告称，按照教育部和我省疫情防
控有关要求，高考前 14 天，也就是 6
月 23 日起须对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
和工作人员进行身体健康状况监
测。

从6月23日开始，社会考生由报
名点所在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组织通
知，考生须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省
高招信息平台考生版”并绑定好本人
考生信息，每日按要求如实填报本人
身体健康状况信息。在校生，由设有
高考报名点的学校负责对本报名点
的在校生进行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和
健康状况监测，并按规定要求上报。
出现身体异常情况的，考生或学校应
及时报告报名点所在地教育行政部

门，并进行相应的诊疗和排查。异地
报名的在校生健康监测办法与社会
考生一致。所有考试工作人员由所
在单位负责在上岗前 14 天起进行每
日体温测量并填写健康状况监测表，
出现身体异常的要及时诊疗，并报告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公告要求，6月23日至7月6日，
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须每日配合有
关单位进行身体健康状况监测。对
于刻意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发
热史、旅行史和接触史的考生和工作
人员，以及在考试疫情防控中拒不配
合的人员，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
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予以处
理。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陈
薇）湘籍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携
作品《敦煌·慈悲颂》启动 2020 年新
一轮巡演。6月19日，巡演启动仪式
在长沙举行，谭盾携手本次巡演主办
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
媒、敦煌研究院以及首席合作伙伴，
宣布《敦煌·慈悲颂》将于7 月开启第
二轮中国巡演。

《敦煌·慈悲颂》的创作灵感源于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壁画等深具
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民众基础的民
俗故事。该作品融合敦煌古乐与西
方交响音乐，以跨越文化时空的音乐
语言，重现中华古代文明与辉煌。
2019 年，《敦煌·慈悲颂》在国内进行
首轮巡演，历经敦煌、北京、上海、西

安、长沙、青岛、海口等7个城市，场场
爆满。通过一系列演出，谭盾带领国
外优秀艺术家，讲述中国故事，携中
国人传世界经典，通过对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发展，以恢宏的制作和精湛的
表演再现了丝绸之路上的敦煌遗音，
用西方交响乐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历
史和文化的厚重、博大之美。

据了解，《敦煌·慈悲颂》2020年巡
演原计划从 3 月开始，因疫情原因延
迟。疫情期间，谭盾心中挂念武汉同
胞，他将那段时间有关人生万物的思考
转化为作品《武汉十二锣》，他称之为

“声音的纪念碑”，表达出对疫情的关切
与对武汉人民的祈愿。谭盾透露，本轮
巡演拟从武汉出发，目前暂定成都、重
庆、南京、上海、长沙、佛山、广州等地。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易彬）端午之前话屈原。6月
21日，思贤讲坛《“香草美人”屈原：中国
文脉之根 湖湘精神之魂》在长沙图书
馆开讲。主讲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主编龚旭东说，湖
南人的文化性格、湖湘精神的底色是屈
原铸造的。

“感受屈原一定要读他的原作。这

很难，但可以通过读带注释或赏析性的
作品入门。通过读原作亲身体会到屈
原诗歌的美，才会有兴趣深入了解他，
进而懂得他的价值和精神。”龚旭东说，
在读原作的同时，要了解屈原的身份和
时代背景。屈原的诗歌中广泛描述了
天地神鬼人，是有现实生活来源的。在
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巫是很重要的文
化传统。屈原出身于楚国的皇族，曾负

责楚国的祭祀，因此他对巫史传统的了
解超过一般人。屈原生活的时代，是中
国历史从巫政合一过渡到王政为尊的
时代，屈原的不被重用和放逐与此有很
深的关系，他精神的痛苦与诗歌创作也
与此密切关联。

“屈原留下了几个特别重要的词：
忠贞，求索，浪漫，践道。”龚旭东以其担
任编剧的多媒体民乐剧《九歌》为例，生

动地向观众解读了这几个词。他认为，
屈原求道、履道、殉道的这种敢死精神
对湖湘精神的影响尤为强烈，塑造了湖
南人文化性格、湖湘精神的底色。“湖南
人性格的一大特点是倔强，这种倔强是
有信念的倔强，不是一味鲁莽的倔强。
王夫之、谭嗣同、蔡锷、黄兴……他们的
倔强都是源于坚持自己坚信的道、实践
自己坚信的道。这就是屈原的精神。”

一场“熊猫血”的全城爱心接力 23日起，高考生须
每日进行健康状况监测

谭盾《敦煌·慈悲颂》
第二轮中国巡演启动

思贤讲坛在长沙开讲

“湖湘精神的底色是屈原铸造的”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徐亚平 周
磊 徐典波）岳阳市美术馆送艺术进社
区——彭见明彭东明书画展20日在南
湖之滨开幕。本次展览为期 15 天，将
持续至7月5日。

来自平江的彭见明、彭东明兄弟俩均
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
版有多部文学作品。其中，彭见明所著小
说《那山 那人 那狗》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并列入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七十部经典；
彭东明创作的小说《茶妹》获“冰心文学
奖”。文学创作之余，两人研习书画，各有
所长，近年来在书画界颇受关注。

从作家到画家，彭东明表示，并没
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说：“我的小
说中，大多是生活中的事，转移到画中，
也就是‘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了。”
此次展出的水本纸墨书画作品，均由彭

东明作画、彭见明题词，包括洞庭湖、幕
阜山的风光，汨罗江的秋色，张家界的
夏霭等自然、人文景色。

岳阳市美术协会主席李占卿评价
道：“彭见明、彭东明的作品视角独特、
笔墨酣畅、意境幽远，有一种很强的张
力。画面的细节耐读耐看，要读懂他们
的画，不能单从视觉图像的角度，要回
归到自然，才能领悟、感受到。”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作家彭见明彭东明书画展开展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蒋茜
通讯员 刘艳 郑良)祁剧表演，糖画制
作，瑶族织锦……6月17日，为期5天的
2020年永州市非遗健康周暨首届非遗
电商直播带货助农扶贫季直播活动，在

“GO 永州”平台线下体验店(百年血鸭
店)收官，线上直播间累计观看超过30
万人次，非遗产品和助农产品的累计成
交额分别达到20余万元、10余万元。

活动由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永州市商务局主办，主题为“非遗传
承健康生活;直播带货 助农扶贫”，旨
在通过搭建非遗线上专区，为全市各级
非遗传承人提供交流、合作和销售的平
台。

活动期间，永州各级非遗传承人通
过“GO永州”平台进行直播带货，展示
了秦宫刮痧术疗法、千家峒瑶王酒疗

法、瑶族古方引子茶酿造技艺等被列入
国、省、市、县区级的非遗项目及相关产
品20余项，深受广大网友喜爱。同时，
还在“GO永州”平台线下体验店设立了
线下产品展销区，吸引近万名市民到现
场观看表演和购买产品。此外，为提升
直播效果，活动主办方还对部分非遗传
承人进行线上培训，分享相关直播带货
技巧，并协助完成网店建设。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肖茜予）长沙 49 岁的韦女
士几天前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拔河比赛，
由于用力过猛摔倒在地，几天之后感觉
腰背部疼得不行，到湖南省人民医院马
王堆院区就诊，被诊断为 L3 椎体压缩
性骨折和腰椎间盘突出。专家提醒：人
到中年小心骨头“太酥”,可通过均衡饮
食和适度运动进行预防。

拔个河怎么就会骨折了呢？湖南
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疼痛科主任曹
启旺解释，人到中年以后，骨质有所疏
松，而拔河比赛具有强烈的团队对抗
性，对骨骼状况、肌力、身体平衡能力
有较高要求，容易造成骨骼、肌肉等身
体方面损伤，而韦女士存在低骨量、轻
度贫血，剧烈运动导致相邻的两节疏
松的椎体被压缩发生骨折，导致疼

痛。韦女士接受了经皮椎体后凸成形
术，术后腰背部疼痛明显减轻，今天已
出院。

曹启旺介绍，椎体骨折多见于外伤
患者和老年患者，前者多见于青壮年，
因为他们是重体力劳动者，容易受到较
重的外伤，后者多数都是中老年人，有
的老年人如果平时没太注意保养和锻
炼，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骨头就会
变得很“酥”，甚至用力一咳嗽都会导致
椎体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折。

曹启旺提醒，中老年人要定期监测
骨密度，做运动应量力而行。平常生活
应通过均衡的饮食和适度的体育锻炼
进行预防：

1. 药补不如食补，饮食应营养丰
富、均衡饮食，选择高蛋白、高维生素、
高热量的食物；补钙建议早晚一杯牛

奶，多吃含维生素D和富含钙的食品，
豆制品、坚果、海带、虾皮海产品；戒烟、
少喝咖啡、少饮酒等，忌辛辣、生冷食
物，以补肾、补钙、壮筋骨为原则。

2. 充足日照，每日 10-15 分钟，但
是避免阳光直射防止灼伤。

3. 洗澡、雨后地面湿滑，应该特别
注意防止摔倒。

4. 生活有规律，合理锻炼，活动不
可超过身体承受的能力，可进行慢跑、
太极、体操、游泳等。

5.避免腰部负重和长期弯腰工作，
纠正不良姿势。

6.40 岁以后注意骨密度检测和筛
查，预防大于治疗。如发生椎体压缩性
骨折，患者立即会感觉到剧烈的背痛，
而且无法直立，服用止痛药效果也不明
显，应及时到医院检查。

永州非遗传承人直播“带货”
累计成交额逾30万元

拔河用力过猛致腰椎骨折
专家提醒：人到中年小心骨头“太酥”

6 月 22 日，蓝山县
职业中专举办学生职业
技能大赛，通过机电、模
具、汽修等 6 个专业组
27个赛项比拼，提高学
生技术水平，为产业发展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杨雄春 刘爱菊
摄影报道

练瑜伽
悦身心

6月21日，永州市冷水滩区的瑜伽爱好者在白石山
公园练习瑜伽。当天永州市开展千人线上瑜伽活动，千
余名爱好者在各自所在地，分批集合，“线上”相聚，练习
瑜伽，舒展身姿，愉悦心情。 蒋雨芯 李谌涵 摄影报道

技能比拼
培养人才

湖南日报 6 月 22
日讯（通讯员 刘莉 记
者 李传新）长 沙 53 岁
的陈女士患全球罕见病

“ 蓝 色 橡 皮 疱 痣 综 合
征”，近日在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微创外科接受
了手术治疗。目前，陈
女士已基本康复，准备
出院。

陈女士从小皮肤上
就长了多个大小不等的
浅蓝色包块，随着年龄增
长，这些包块逐渐增大。
除了这些包块外，陈女士
反复、间断地出现排黑便
或血便的现象，甚至好几
次因出现肠道大出血而
危及生命。2019 年，陈
女士在省内另一医院就
诊时，被诊断为“蓝色橡
皮疱痣综合征”。《世界华
人消化杂志》发布，蓝色
橡皮疱痣综合征是一种
罕见疾病，该病发病率仅
为 1∶14000，迄今国内外
报道约 300 余例。医生
告知陈女士，患上该病还
能 生 存 至 50 岁 已 属 奇
迹。

今年 5 月，陈女士消
化道出血再次复发，乙状
结肠、直肠、肛管蓝痣性
弥漫性海绵状血管瘤破
裂出血不止，入住湖南省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消 化 内
科。6 月 2 日，何恒正教

授带领手术团队，在全麻下为陈女
士实施手术，历经 5 小时，手术取得
成功。

何恒正介绍，蓝色橡皮疱痣综合
征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皮肤和消化道
的多发性血管畸形，这种畸形常在
患者出生或年龄较小时就会表现出
来，病灶可随年龄的增长变大、增
多。这种疾病主要累及皮肤、胃肠
道及全身软组织血管，以皮肤和消
化道呈不规则蓝斑或点状黑痣的静
脉畸形、伴消化道出血为特征。目
前病因不明确，有研究显示与染色
体基因突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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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易
禹琳 通讯员 赵小群 邹薇）栀子花
开，毕业季又来了。近日，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用创意，为遭遇疫情的毕业
生们献上了美好的毕业回忆。

走进校园，校门迎面矗立着“我
们毕业了——愿历经千帆，归来是少
年。毕业了，记得常回家看看”的硕
大展板，校园道路两侧挂出了“愿你
阳光里像个孩子，风雨里是个大人”

“毕业了，记得常回家看看”“时光不
老，我们不散”等温情标语，LED屏幕
播放着精心制作的祝福，吸引了许多
毕业生驻足拍照。

为服务好 2020 届毕业生文明
离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专门召开

了文明离校工作布置会，各学院组
织欢送毕业生云端晚会、毕业主题
班会、毕业生座谈会、主题党日等活
动，学校还在学院网站主页上以一
封信的形式寄语毕业生。在马克思
主义学院，师生同台演绎“云端”毕
业晚会；在商学院，9 个班的 397 名
毕业生都有特殊的毕业礼物，包括
以学校拱门为纸模的立体贺卡、一
枚刻有姓名、班级和学号的定制戒
指、校友会联系卡、精美制作的手袋
和学校专属 LOGO 的钢笔等。校长
童小娇告诉记者：“2020 年，毕业生
没有如约而至的毕业典礼，学校承
诺应届毕业生可返校参加任何一年
毕业典礼。”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王
晗）一边在悬浮于百米深坑之上的3万
平方米欢乐雪域里滑雪玩雪，一边在
悬崖上的8万平方米欢乐水寨冲浪嬉
水，这样奇特的游玩体验即将在 7 月
的长沙成为现实。今天，我省首个
世界级特大创新型综合旅游产业项
目——湘江欢乐城对外发布，其欢乐
雪域、欢乐水寨两大主题乐园将于7月
11日试营业。

湘江欢乐城位于湖南湘江新区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其所在地曾经
是一个因采石而留下的深达百米、
面积近 18 万平方米的巨型矿坑。
该项目由湘江集团投资建设，完全
按照生态、绿色的建筑标准来设计
和建设。从昔日的废弃百米深坑，
到今天的欢乐奇迹，作为“世界唯
一悬浮于百米深坑之上娱雪嬉水一

体的主题乐园”，湘江欢乐城是长
沙老工业基地向绿色新城转型的代
表作，也被视为国内生态修复的典
型。

据介绍，欢乐雪域娱雪区设有13
条娱雪滑道，包括直线型冰滑道、曲
线型雪滑道、波浪型雪滑道、S型雪滑
道、悠波球道等，是国内娱雪滑道最
多、滑雪体验最丰富的室内冰雪世
界，同时设有丰富的游乐项目和娱雪
项目。

欢乐雪域上方，是依托深坑崖壁
落差打造的东南亚风格的欢乐水寨，
其8万平方米室外水乐园共分为合家
欢区、巨浪湾区和尖叫谷区三大主题
区域，集合20余项精品娱水设备，暑
期还将引进高品质的电音节，将为游
客带来视觉、听觉均耳目一新的高品
质水上盛宴。

“湖南一师”用创意
为毕业生留美好回忆

地平线下的欢乐奇迹来袭
湘江欢乐城定档7月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