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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筹拍《忠烈传》
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4月11日讯 弘扬传统文
化，你会怎么做？90后女孩詹知萌选
择了筹拍《忠烈传》。今天上午，她导
演的“千载英雄留浩气，万年湘水吊
忠魂———首届中华忠烈文化论坛暨
大型纪录片《忠烈传》开机仪式”在
湖南烈士公园善卷书院举行。

《忠烈传》 是为了纪念唐代著
名将领雷万春而筹备拍摄的纪录
片。据介绍，雷万春为抵抗安禄山
军而慷慨战死， 被唐肃宗钦封为荣
禄都督大夫、忠烈将军，宋徽宗追
封其为忠勇侯， 其忠烈精神成为全
球华人的信仰之一。

“这将会是首部以忠烈文化为主
题的纪录片， 我们将通过实地走访、
古籍考察、动画制作等方式来进行纪
实还原。”詹知萌表示，《忠烈传》预计
拍摄周期将达到一年，目前已有10多
个团队参与众筹。 而拍摄完毕之后，
纪录片将传上相关网站，免费供热爱
传统文化的人观赏。詹知萌是位90后
的小姑娘，大学毕业后创业成立了湖
南知萌文化传媒公司，拍摄一些公益
题材的纪录片。 ■记者 李琪

《辣俐婆护路记》
动漫片将走进中小学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湖南省铁
路“知路爱路护路” 宣传月在岳阳
黄沙镇中心小学启动，目的是要通
过宣传教育活动，使《铁路安全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铁路安全常
识深入人心，最大限度减少铁路交
通事故和危及行车安全案件的发
生。活动月期间，全省各地护路组
织和学校将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由省护路办制作的《辣俐
婆护路记》系列动漫宣传片也在各
个学校进行播放，宣传铁路安全常
识。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袁建平

持续咳嗽、发烧，9岁的宁
宁被怀疑得了肺结核，四处求
医， 直到4月10日来到省人民
医院， 才查出得了肺吸虫病。
而一切的根源在于他几年前
生吃过螃蟹。

宁宁家住贵州省，家附近
的溪沟里有许多螃蟹，3年前
的夏天，宁宁和朋友们在溪沟
里玩，偶尔抓螃蟹生吃。

从去年开始，宁宁脸色发
黄，持续消瘦，爷爷奶奶以为
孩子只是厌食， 没有引起重
视，这次发烧久治不愈，才到
当地医院检查。省人民医院儿
童医学中心林小娟副主任医
师说，“肺吸虫病又称并殖吸

虫病， 是一种食源性寄生虫
病。可引起全身性病症，最严
重的是肺吸虫钻进大脑，可能
会导致抽搐、偏瘫，一旦造成
脑内出血，还将有生命危险。”

找到了病因后，肺吸虫病
是能够有效控制的，通过药物
治疗就可以杀死体内的虫子，
目前宁宁恢复良好。林小娟提
醒，肺吸虫病主要是通过口进
食而感染，有些青年人喜欢食
用醉蟹、醉虾等，其实腌、醉并
不能将蟹中感染性囊蚴杀死，
也可能造成感染。因此，应杜
绝病从口入，不饮生水，不吃
生的或半生的动物。
■记者刘璋景通讯员周蓉荣

本报4月11日讯 什么食
物营养又健康？湖南的食物又
该怎样吃？针对“吃”这个永恒
的话题，在国家级营养保健专
家、省胸科医院院长唐细良的
指导下，该院推出“营养健康
尝美食”主题专栏，为市民打
造我省特色美食的“营养”秘
籍。

本期的主题为糖油粑粑。
该院营养科专家张胜康介绍，
糖油粑粑是湖南长沙的地方
传统名吃， 主要原料是糯米
粉、糖、蜂蜜等。糖油粑粑热量
高、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含量也
较高，而蛋白质、维生素、膳食

纤维少， 属于典型的精细食
物。高血压、高血脂等患者只
宜少量食用。因其血糖生成指
数超过90，所以糖尿病患者对
于这种美食是只宜看， 不宜
吃。

对于这样既是美食又存
在着一些营养缺陷的糖油粑
粑，营养学家提出了如下健康
建议： 可适当加入一些粗杂
粮，如玉米粉、麦片、高粱等；
还可适当加上些蔬菜纤维或
汁，如白菜、菠菜、青蒿等，这
样既可改善口感、 丰富色彩，
也能弥补一些营养缺陷。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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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大学要
出名，专业很关键。从今年起，
省教育厅将为各高校的本科
专业打分了。今天，湖南省普
通高校计算机类、 外国语言
文学类、工商管理类等3个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
立，与此同时，我省也正式启
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
工作。今年，英语、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会计学成为首批进行
评价试点的专业。

专业想拿高分需闯“七关”

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会计学是我省目前专业点最
多、 学生人数最多也是最热门
的3个专业。于是，省教育厅也
特意选择了这3个具有代表性
的专业进行第一批的专业评
估。那么，给高校专业评分的依
据是什么呢？ 湖南省普通高校
本科建设与评估专家委员会委
员、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
处长刘初生介绍， 评价采取的
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
选取“生源情况”、“培养方案与
模式”、“师资与条件”、“教学建
设与改革”、“教学质量保障”、
“培养效果”、“附加项目”7个一
级指标，进行客观评价。既包括
“招生录取分数”、“教授为本科
生授课”、“用人单位满意度”等
定量指标， 也包括了“专业特
色”、“学生思想道德表现”等定
性指标。“高校人才培养的全部
过程、 各个环节都被纳入到评
价体系中。”

据悉，全省普通高校已有3
届及以上毕业生的本科专业都
属于评价对象，到2020年左右
将基本完成第一轮本科专业综

合评价工作。 将逐年扩大专业
评价范围， 并逐步形成常态机
制。

为考生填志愿提供指导

在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唐
利斌看来，有了专业评价体系，
院校的专业设置有了更多科学
的参考和依据。“尽管目前高校
有动态调整机制， 但在各个学
校， 专业设置主要还是由院系
为主， 高校教务处不好过多干
预。建立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体系
后，随之产生了专业排名和淘汰
机制， 就可以更科学地设立、发
展，乃至停办、撤销相关专业。”他
坦言，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一
些高校开始盲目“争”设所谓“热
门专业”，专业综合评价工作也将
促使高校设置专业时回归“理
性”。

省教育科学院高教所所长
陈拥贤表示， 评价结果将作为
专业设置宏观调控、 优势特色
专业遴选、招生计划调节、资源
分配的重要依据， 充分发挥专
业评价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对
评价结果差、 办学条件不足的
专业， 将要求学校制定整改措
施，及时整改，不断提高专业办
学水平。

刘初生认为， 对于广大考
生填报志愿来讲， 专业评价也
具有指导性。“随着高考改革的
实施，今后将取消录取批次，高
校将按专业来招生， 这使得高
校专业办学情况变得更为重
要。而通过专业综合评价，哪个
学校哪个专业的得分和办学情
况都将一目了然。”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雷雅棠

高考填志愿选专业，记得看专业评分
我省启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促高校专业设置回归“理性”

4月11日，学生环保志愿者与聋哑儿童一起手绘江豚。当天，该市江豚保护协会联合岳阳县西
塘中心小学举办“七色之绿，共树环保意识”主题活动，近100名西塘中心小学的学生志愿者来到
岳阳市特殊教育学校，通过绘江豚、说江豚，宣讲江豚保护知识。 记者 徐典波 摄

3年前吃了生螃蟹
9龄童查出肺吸虫

“每天喝水也多，生活作息
也规律。”近日，平日里格外注
重养生的张女士却被查出体内
长了数颗杨梅大小的结石。最
终经医生诊断， 张女士体内的
结石可能与她长期吃素有关，
胆囊收缩功能有所下降， 从而
引发胆结石。

张女士是一位素食主义
者，多年来只吃素不吃荤食，而
且特别喜欢吃豆制品。“都说豆
腐是‘植物肉’，是素食中口感
最好的。”张女士说，五年来自
己几乎一日三餐均为素菜。“煎
豆腐、炸豆腐、豆腐乳。”张女士
说， 如果哪天饭桌上少了豆制
品就吃不下饭。因此，张女士也
被朋友们笑称“豆腐西施”。

前几天， 张女士上腹部突
发疼痛， 被家人送到长沙京石
结石病医院求诊， 经检查发现
患有胆囊结石。 多年来非常注
重养生的张女士， 没想到自己
的身子还是出了毛病。

住院后， 经检查发现符合

保胆指征， 长沙京石结石病医
院肝胆结石科主任胡文军便为
张女士制定了“三镜联合微创
保胆取石”治疗。术中，利用纤
维胆道镜置入胆囊， 全程在高
清直视下探查、取石，最终从张
女士体内取出数颗直径达3.5
厘米左右的圆形结石， 犹如一
颗颗大杨梅。

“偏爱某一种食物会导
致人体的营养失衡， 也容易
导致胆结石的生长。”胡文军
主任介绍， 胆汁的主要功能
是帮助人体消化蛋白质和脂
肪， 长期吃素却可导致胆囊
的收缩功能下降， 使得胆汁
大量压积在胆道里面，可能引
发胆结石。

胡文军提醒， 广大市民预
防胆结石仍需膳食均衡， 若出
现上腹疼痛、 恶心呕吐或疑似
胃 病 等 症 状 ， 可 拨 打
0731-82806120预约结石病
彩超筛查或咨询保胆取石相
关问题。 ■李娟

女子吃素不吃荤
胆囊内长出杨梅大结石

糖油粑粑有营养缺陷？
专家教你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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