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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 培养和激发少年儿童书画艺术兴
趣， 促进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交流， 充分
展示少年儿童热爱祖国、 热爱生活、 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同时表达对在本院
出生的少年儿童的持续关爱之情， 长沙
市妇幼保健院特举办首届 “妇幼守望
杯” 儿童书画大赛。 现将本次大赛征稿
事宜公布如下。

一、 活动主题
以 “童心向党 ， 绘就梦想 ” 为主

题， 让孩子们懂得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
童， 成长在五星红旗下， 沐浴在党的阳
光中， 应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树立
主人翁意识。

二、 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长

沙市书法家协会、 湖南省青年画院
指导单位：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 组织机构
大赛组委会由主办、 指导单位有关

领导组成，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为长沙市
妇幼保健院工会， 负责大赛活动具体事
宜。

四、 征稿要求
1.征稿范围：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出

生的或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开展过诊疗
活动的青少年儿童及本单位职工子弟。

2.年龄及报名方式： 5-14 岁少年儿
童， 可采取个人或集体报名的方式参赛。

3.作品要求： 以 “童心向党 ， 绘就
梦想” 为主题， 每人限投一幅作品， 作
品要求统一规格尺寸， 便于展览。

（1） 书法： 毛笔书法作品， 规格四
尺三开 （45*68cm） 竖式， 不需装裱。

（2） 绘画： 参赛作品形式不限， 如
国画、 彩色笔画、 水粉画、 水墨画、 线
条 装 饰 画 均 可 。 规 格 四 尺 三 开
（45*68cm） 以内。

4.信息填写： 投寄作品时， 请在作品
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正楷注明作者姓名、 性
别、 年龄、 地址、 指导老师及联系方式。

5.费用说明：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
参赛费用。

6.注意事项： 参选作品均要求为个人
或集体原创， 作品涉及的著作权、 版权、
肖像或名誉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 。
所有参赛作品概不退稿， 活动主办方对

所有作品拥有收藏、 摄影、 发表、 展出、
出版、 宣传、 拍卖、 捐赠等处置权。

7.截稿日期： 本启事自 2020 年 7 月
10 日起征稿 ， 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截
止， 以当地邮戳为准。

五、 作品评审
1.大赛组委会聘请国内、 湖南省内

知名书画家组成大赛评审委员会， 制定
评审细则、 工作流程， 阳光公正评审。

2.评审工作拟定于 2020 年 8 月进
行， 分为初评和现场比赛两个阶段。

（1） 比赛初评： 8 月 12 日， 大赛评
审委员会专家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
评 ， 书法和绘画共选出 40 名优秀者
（书法、 绘画各 20 人） 入围决赛。

（2） 现场比赛 ： 2020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一， 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 入围
选手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具体地点以
通知为准） 进行现场比赛， 书法和绘画
均分为 5-9 岁， 10-14 岁两组进行， 由
大赛评审委员会现场评奖并颁奖。

六、 作者待遇
1.书法和绘画均按年龄组评选， 所

有入围决赛者均获优秀奖， 现场决赛还

将评奖， 颁发奖品和证书。
分年龄组设书法、 绘画一等奖各 1名
奖金各 3000 元
分年龄组设书法、 绘画二等奖各 2名
奖金各 2000 元
分年龄组设书法、 绘画三等奖各 3 名
奖金各 1000 元
2.优秀作品编入作品集。
3.优秀作品将进行展览 ， 并推荐至

书画杂志发表。
4.获奖证书均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七、 收稿地址
收稿地址： 长沙市书法家协会办事

处（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86 号
兴艺堂）

邮政编码： 410000
联系人： 唐安国
联系电话： 15802635269（微信同号）
联系人： 罗芳
联系电话： 15974146796（微信同号）
八、 其他事宜
1.凡送作品参评 、 参展作者 ， 均视

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通知的各项规定。
2.本次活动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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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肠道传染病
1.�霍乱 一般为无痛性腹泻，

往往伴有呕吐。 每日几次至几十次
的腹泻， 排出淘米水样大便， 患者
四肢冰凉， 双眼凹陷， 严重脱水，
治疗不及时可在发病后几小时到十
几小时内死亡。

2.�细菌性痢疾 主要症状有发
热、 腹痛、 腹泻、 粘液脓血便和里
急后重等 。 起病 较 急 ， 高 热 达
40℃以上。

3.�伤寒、 副伤寒 主要症状有
持续高热、 相对缓脉、 特征性中毒
症状、 脾肿大、 玫瑰疹与白细胞减
少等为特征， 肠出血、 肠穿孔为主
要并发症。

4.�病毒性腹泻 主要症状为排
出黄色水样便， 伴有腹胀、 恶心、 呕
吐等临床症状。 其呕吐和腹泻症状比
霍乱轻， 但对婴幼儿有较大危害。

5.�甲型肝炎 儿童患者常有恶
心 、 呕吐 、 腹痛 、 腹泻 、 精神不
振、 不爱动等表现， 部分患者起病
时有发热， 此时检查肝功能会发现
血清谷丙转氨酶异常升高。 如为黄
疸型肝炎 ， 同时还会伴有小便赤
黄、 眼巩膜变黄、 全身皮肤变黄等
症状， 重症者还会出现高热、 频繁
呕吐、 重度腹胀、 乏力、 嗜睡、 烦
躁不安、 神志不清等症状。

【预防措施】 饮水卫生是灾后
预防控制肠道传染病的关键措施，
要做好水源保护， 防止水源污染。

我们必须要防止 “病从口入”， 重点
是不喝生水喝开水； 食物要彻底煮
熟， 不吃未煮熟的食物， 不吃腐烂
变质的食物； 熟食要防止蚊虫叮咬；
病人的排泄物要及时进行消毒处理，
接触排泄物后， 应立即洗手， 教育
儿童不要随地大小便； 一旦出现腹
泻症状应及时就诊， 自觉隔离， 并
积极配合疫情调查工作。

二 自然疫源性传染病
1.�流行性出血热 流行性出血

热又称肾综合征出血热， 是由流行
性出血热病毒 （汉坦病毒 ） 引起 ，
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的自然疫源性
疾病。 临床主要以发热、 出血、 充
血、 低血压休克及肾脏损害为主要
临床表现， 同时伴有剧烈头疼、 腰
痛、 眼眶痛， 称为 “三痛”。

2.�钩端螺旋体病 简称钩体病，
鼠和猪是主要传染源。 主要症状和
体征有发热、 头痛、 全身乏力、 小
腿肌肉触痛、 浅表淋巴结肿大和眼
结合膜充血等， 严重者可造成肝 、
肺、 脑、 肾等重要器官受损， 并危
及生命。

【预防措施】 预防流行性出血热
和钩体病的主要措施是灭鼠和做好
家畜管理， 同时不要接触不明原因
死亡的动物。 做好家畜管理主要包
括管好家畜传染源 (猪、 犬和牛等)，
不让粪尿液直接流入水中； 提倡圈
养猪， 搞好猪舍的卫生； 将家畜用
水池塘与人用池塘分开等 。 此外 ，

不在可疑疫水中游泳、 洗衣物等，
下水作业尽量穿长筒胶鞋， 保护皮
肤不受钩体侵袭， 不喝生水等。

三 虫媒传染病
1.�流行性乙型脑炎 简称乙

脑， 是由乙脑病毒引起的中枢神经
系统急性传染病， 家畜 （猪、 马、
牛等）， 家禽 （鸡、 鸭等） 是主要
传染源， 蚊子是主要传播媒介。 本
病症状轻重不一 ， 初期主要有发
热、 呕吐、 头痛等症状， 并伴有不
同程度的意识障碍 ， 如嗜睡 、 昏
睡。 随着病情进展 ， 体温越来越
高， 一般在 39℃~40℃以上， 意识
障碍加重， 且伴有惊厥、 抽搐、 脑
膜刺激征， 严重者可发生呼吸衰
竭， 少数重症患者可留有后遗症。

2.�疟疾 俗称打摆子， 是一种
经按蚊叮咬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
媒传染病， 临床以周期性寒战、 发
热、 头痛、 出汗和贫血、 脾肿大为
特征， 长期反复发作可引起贫血和
脾肿大。

【预防措施】 预防流行性乙型
脑炎、 疟疾等虫媒传染病， 应做好
防蚊灭蚊工作。 清除室外积水容
器， 清扫卫生死角， 疏通下水道，
喷洒消毒杀虫药水， 家畜家禽圈棚
要经常洒灭蚊药 ， 消除蚊虫孳生
地， 降低蚊虫密度 ， 切断传播途
径。 另外还要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
被蚊虫叮咬， 夜间露宿或夜间野外
劳动时， 暴露的皮肤最好涂抹防蚊

油， 或者使用驱蚊药。

四 红眼病
“红眼病 ” 是急性结膜炎的俗

称， 病人的手、 毛巾、 手帕、 脸盆
以及病人用过的洗脸水、 衣服、 被
褥上都可成为传染源 。 “红眼病 ”
的症状主要是眼睛发红、 发热、 发
痒、 疼痛、 怕光、 流泪、 分泌物增
多， 但不影响视力， 有的病人还会
感到头痛。

【预防措施】 预防红眼病主要是
注意手部清洁卫生， 不要用脏手揉
眼睛； 毛巾、 脸盆、 手帕应当单用，
如果不得不与病人共用脸盆， 则应
让健康人先用， 病人后用， 用完后
将脸盆、 毛巾彻底洗净。

五�布鲁氏菌病
简称布病， 是由布氏菌感染造

成的人畜共患传染病， 其临床特点
为长期发热、 多汗、 关节痛等， 主
要传染源为羊和牛， 发病前病人往
往与牛、 羊或其制品有密切接触史。

【预防措施】 布病重点防护人群
是与牲畜接触密切的一些职业人群
及疫区和牧区的居民， 如兽医、 放
牧员、 饲养员、 屠宰工、 挤奶工及
乳肉加工人员等 ； 接触患病的羊 、
牛等牲畜时， 要戴手套、 口罩和防
水围裙； 不喝生奶， 不食用未煮熟
的肉类； 出现疑似布病症状应该尽
快就医。

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吕倩

重点防五类传染病
近段时间， 全国多地普降大到暴雨， 防汛形势异常严峻， 洪涝灾害给

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 洪灾过后， 由于饮食饮水卫生状
况恶化， 环境污染， 蚊子、 苍蝇大量繁殖， 人群抵抗力下降等因素影响，
容易发生各种传染病， 特别是肠道传染病、 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 因此，
做好这些疾病的防控工作十分重要。

洪 灾 过 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