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日讯 高校
教师如何在通识教育中
“激活”经典教育？如何让
经典教育更“接地气”？今
天上午，“中国传统文化与
通识教育研讨会” 在湖南
大学岳麓书院召开， 来自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等10多所高校
的20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一
堂， 共同探讨经典教育与
大学通识教育结合等问
题。

大学引入传统经典作
品，学生为啥不爱听？与会
学者们纷纷表示， 目前大
学通识教育面临不少挑
战，尤其是工科类学校。对
此，专家们一致认为，一方
面， 实用主义至上的功利
性观念使得学生们对通识
教育不感兴趣， 而大学老
师对经典作品的照本宣科

或教条式的讲课方式也
“雪上加霜”。

如何“激活” 经典教
育？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物学院任军峰教
授指出， 要树立18岁-20
岁大学生对学术的敬畏
感， 不能在学术品质上打
折扣。“老师们不必太迁就
学生， 应理直气壮地要求
学生。 学生必须有足够的
投入， 通识课才不会沦为
‘水课’。”

“通识教育是专业教
育的归宿， 真正有品质的
通识教育必须建立在扎实
的专业学术训练基础上。”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姜广辉
教授建议，应“集结”一批
最优秀的教材和老师，推
出一系列精品课程。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向松阳

本报1月2日讯 今年湖南省
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省统
一考试即将开始，今天，省教育考
试院下发相关通知， 提醒考生参
考须凭《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专
业考试证》和《考试通知单》在安
排的时间按时参加考试，《考试通
知单》 请在规定的时间登录报名
网站（www.hneao.cn/ks）打印。
考生务必要记清各科考试时间，
防止错过考试时间。一旦错过，将
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在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艺术
职业学院（岳麓区麓山南路）考点
参加考试的考生请注意， 由于地
铁施工和道路整修， 导致麓山南
路交通较为拥堵， 请广大考生提
前规划出行路线， 提早安排出行
时间， 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
步行前往。

■记者 黄京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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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日讯 连日
来， 一名13岁的株洲女孩
成为新晋网红。 她叫金鎏
汇， 株洲市外国语学校学
生，凭着对《西游记》原著
的理解，画出了长达10米、
汇集《西游记》全部120多
个人物的“西游长卷”。

金鎏汇喜欢看四大名
著等古典文学，尤其是《西
游记》。“我看《西游记》原
著时， 脑子里总是出现很
多书中的人物形象， 所以
就想画一幅长卷，把《西游
记》里的人物都画出来。”

“一口气给她买了10
卷10米的长卷。” 父亲很支
持金鎏汇的绘画创作，“可
以说， 我就是她的头号粉
丝”。

2017年8月起，金鎏汇
开始创作《西游记》人物长

卷，起笔后，除了吃饭睡觉，
她一连画了13天。

“我喜欢《西游记》充满
奇幻色彩的世界，只有大气
的长卷，才能展现出中华古
典名著的底蕴。” 作品绘制
成功后，金鎏汇难掩心中的
激动。

金鎏汇的美术老师告
诉记者， 鎏汇还曾创作过
《红楼梦》人物长卷，其美术
功底扎实，并极富想象力。

金鎏汇从小学一年级
开始正式学习素描绘画，二
年级开始学习书法。父母原
本以为女儿只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她一坚持就是7年，
书画作品在“筑梦杯”全国
青少年书画大赛等全国级
别的比赛中多次获得金奖。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王佳奕

“羊水栓塞这么恐怖的事情，
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在我身上！”
生孩子剖宫产时突发羊水栓塞，
41岁的罗秀青（化名）呼吸骤停，
幸好救治及时，才挽回生命。

我国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已
经两年整， 新生婴儿数量不断增
加，“二孩”的比重也不断增加。与

此同时增加的还有高龄孕产妇，
以及危重孕产妇。 记者从湖南省
各大医院产科了解到， 我省高龄
孕产妇数量也在激增， 危重孕产
妇同样不断增加。为此，湖南省卫
计委制定了多项措施， 保障孕产
妇和新生儿的健康与安全， 降低
出生缺陷。

“五色”评估妊娠风险，为高龄妈妈排雷
省卫计委：高危孕产妇将专案管理 建议：35岁以上女性生育先做孕前检查

株洲女孩绘10米《西游记》人物长卷

禹建平主任介绍， 高龄孕妇
是指年龄达35岁以上的妇女。高
龄再生育产科合并症的风险有很
多，包括流产、早产、胎儿畸形、胎
儿窘迫、 胎死宫内、 妊娠期糖尿
病、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胎盘异
常、产后出血、产前焦虑等。

“35岁以上的备孕妇女，一定

不要仓促上阵，孕前应该检查一
下。” 湘雅二医院产科教授皮丕
湘表示，高龄孕妇应先对身体脏
器进行评估，确定身体是否能胜
任妊娠，例如高血压、糖尿病、甲
状腺功能异常等基础疾病的患
者，加上年龄大，妊娠期就很难
坚持。

35岁以上女性生育先做孕前检查

如何“激活”大学通识教育？
听听专家怎么说 全省艺术专业统考

参考须带三证

为了应对高龄妈妈生育群
体， 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
与安全，我省推行了多项举措，各
大医院也纷纷制定了及时救治的
措施。

游一平告诉记者，国家卫计委
日前已经发布《孕产妇妊娠风险评
估与管理工作规范》， 对孕产妇实
行妊娠风险评估和分类管理。

评估的主要作用， 是对怀孕
至产后42天的妇女进行妊娠相关
风险的筛查、评估分级和管理，及
时发现、 干预影响妊娠的风险因
素，防范不良妊娠结局，保障母婴
安全。按照风险严重程度，评估结
果分别以“绿（低风险）、黄（一般
风险）、橙（较高风险）、红（高风
险）、紫（传染病）”5种颜色对孕妇

进行分级标识。
“如果橙色、红色和紫色登记

的孕妇， 我们要专门安排专家跟
踪管理，保证孕期和产后42天内
母亲和孩子的安全。” 游一平解
释， 这三类风险登记的孕妇将作
为重点人群纳入高危孕产妇专案
管理，医院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
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

“我们为孕产妇做了很多准
备。” 省医生协会妇产科分会委
员、 长沙丽人医院妇产科主任禹
建平透露， 医院开通了孕产妇就
诊的“绿色通道”，建立“快速反应
团队”，每位入院的孕产妇都能第
一时间得到专家团队的救治。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黄欢
沙丽娜 实习生 焦晨阳

老大满了14岁，2016年全面
二孩政策实施后， 罗秀青和丈夫
开始准备再生一个孩子。 身体偏
胖，而且已经41岁高龄，不少朋友
亲戚建议她不要冒险， 罗秀青还
是决定试一试。

去年1月底，罗秀青如愿怀上
了，虽然一度妊娠期糖尿病，她还
是坚持到了临产， 孩子也显示健
康。 在当地医院进行剖腹产分娩
的时候，羊水进入了她的血管中，
引起过敏性休克， 还造成一系列
严重的分娩期并发症， 一度呼吸
困难甚至呼吸骤停。

当地医院实施了紧急救治措
施，但是没有效果，家人立即向湘

雅三医院申请转院救治。 湘雅三
医院重症医学中心主任杨明施教
授的团队带着ECMO系统，将她
从永州接到长沙院内的 ICU病
房，最终才脱离了危险。

罗秀青不是个例， 在她进入
湘雅三医院ICU病房前， 道县一
名34岁的准妈妈也被接到医院，
这名产妇也是因为剖宫产时突发
羊水栓塞，呼吸骤停，在该院EC-
MO的救治下挽回生命。

羊水栓塞病情没有前期征
兆， 发病时倾向于高龄和高危人
群。杨明施教授建议，这类孕产妇
生孩子的时候， 最好选择综合救
治能力较高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措施】对孕妇“妊娠风险评估”

【案例】高龄妈妈分娩时呼吸骤停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即将满
两年，记者从多家医院了解到，追
生二孩的高龄妈妈不断增加。“年
轻的刚生完一胎， 没有马上生第
二个。 倒是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的女性，急着追生。”省妇幼保健
院产一科主任游一平介绍。 该院
的数据显示， 二孩妈妈年龄分布
主要在33-45岁，33岁以下的二
孩妈妈仅占25%。

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了解到，该院2016年收治的二孩
妈妈中， 年龄在30-35岁的占
48%，35-40岁的占11%，40-45

岁的占6%，45岁以上的还有2%。
伴随着高龄妈妈的增加，我

省危急重症孕产妇的数量也急剧
增加。“除了高龄产妇追生， 以前
剖腹产太多， 造成这些女性在生
育二孩时发生疤痕子宫等疾病，
也是危重孕妇增加的一个因素。”
专家分析。 以省会长沙市为例，
2016年前三季度新增高危孕妇
37960人， 其中重点高危孕妇
8632人，同比增加43.33％。

省妇幼保健院2016年收治
的危急重症孕产妇达7168例，占
全年病例数（30215例）的23.7%。

【数据】多家医院危重孕产妇增加

我省将用五色预警孕产妇妊娠风
险
省卫计委为妊娠风险“排雷”：高危孕产妇将专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