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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洋）9月 9日，记者
从省文联获悉，由省文联、省作协主办，
省诗歌学会承办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楹联
诗词征集活动评选结果揭晓。

此次征文活动历时一个多月，共收到
抗战题材新诗、古体诗词、楹联 1018 篇
首。经过评委会认真评议，王绶青的《在
太行山上》、陈俊峰的《纪念》、高旭旺的

《鲜花，在血泊中绽放》、高治军的《抗战
歌》、张鲜明的《想起了大刀》、萍子的《疼

痛的记忆》、吴元成的《卢沟桥》、李霞的
《歌》、孔祥敬的《灵魂之鸟》、高金光的《不
能忘记》等 10篇作品荣获特别奖，此外还
评出一等奖 3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作品奖30名、组织奖6名。

此次征集活动是我省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获奖作品思想深
刻、情感真挚，深沉厚重。《作家》将以两期
特辑形式展示本次评选的获奖作品，作家
网也将开辟专栏展示优秀作品。部分作品
将在《河南日报》、《文艺界》上发表。④4

我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诗词征集活动揭晓

本报讯 （记者刘 洋 通讯员姬 盼）9月
9 日，由省美协、荆浩艺术研究院、省学校艺
术教育协会主办，书画频道河南新闻中心、河
南美协教育艺委会等承办的“杏坛丹青——
庆祝第三十一届教师节暨河南教育界美术作
品邀请展”在荆浩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出的作品突出反映了河南省教育
系统教职工深厚的艺术素养和积极的创作态
度，全面展示了广大教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

多彩的文化生活，是我省艺术教育的一次高水
平成果展示。近年来，我省教育系统的美术人
才在队伍建设和艺术创作上都取得了优异成
绩，在国家级、省级大展中屡有建树，为河南的
美术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此次画展以
特殊的方式向辛勤工作在教育战线的教师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20 日，免费
向公众开放。④4

我省举办
教育界美术作品邀请展

本报讯 公路电影《未择之路》日前
在甘肃敦煌开机。该片由唐高鹏执导，
岳小军担任编剧，王学兵、马伊琍领衔主
演，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西部戈壁公路上
的故事。

《未择之路》在开拍之前就已经获得
第 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项目市场“特别
关注项目奖”。该片以西部戈壁为背景，
讲述了几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在西部公路
上相遇，三天两夜间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影片聚焦了救赎、逃避与成长、理解

与爱、宿命、人性等关键词。
《未择之路》的编剧岳小军备受关

注。他被称为宁浩御用编剧，《疯狂的石
头》、《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心
花路放》等多部宁浩电影均出自他手。

王学兵、马伊琍作为该片的男一号、
女一号，此次都颠覆了以往的形象，二人
在西部戈壁相遇，敌友难辨。从曝光的
片场照片来看，蓄胡的王学兵形象粗犷，
变身西部粗犷汉子，角色神秘。④4

（文 娱）

王学兵马伊琍牵手走上《未择之路》

中国电影《地下香》在威尼斯电影节
首映后收获热烈掌声，两位“海归”主创
希望通过影片告诉年轻人想要实现梦想
需要魄力，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

影片导演宋鹏飞日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说，《地下香》是自己的长片处
女作，入围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
日”单元。影片表达了自己对电影的理
解和对社会的观察，希望观众特别是年
轻观众能够从这部电影中得到启示，认
识到实现梦想需要脚踏实地。

《地下香》讲述了生活在北京的小人
物追逐梦想的故事，刻画了住在地下室、
以收旧家具为生的永乐，在酒吧跳钢管
舞的小云，谋求更高拆迁补助的“钉子
户”老金等形象。影片女主演兼制片人
英泽认为，片中老金这个人物的悲剧源
于贪婪，而小云则有些好高骛远。

意大利电影人马西莫·贝鲁佐表示，

这部电影启发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关注社
会，描述了中国当今的变革现状。

宋鹏飞说，现在国内有些年轻人不
容易沉下心来认真研究一项工作，而是
一看到赚钱多的事情就跃跃欲试，其实
这样容易什么都得不到。相反,认真踏
实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该来的结果总
会到来。

宋鹏飞还认为，现在有些年轻人过
度看重物质生活，“事实上这会耗费他们
的精力和青春，甚至赔上理想”。

英泽说，好的电影能给社会带来积
极的影响，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全世界
呈现一个积极的、越来越好的中国。

据悉，《地下香》将竞争“威尼斯日”
单元最佳电影奖等奖项。作为处女作，
这部影片还将参与竞争电影节的官方奖
项“未来之狮”奖。④4

（据新华社电）

国产影片《地下香》在威尼斯受好评

本报讯 （记者刘 洋）9月 9日，记者
从国家艺术基金官网获悉，国家艺术基
金 2015年度资助项目名单出炉，我省共
有 19个项目入选。

据统计，在国家艺术基金 2015年资
助我省的 19个项目中，创作类大型作品
8 部，分别是河南豫剧院的《玄奘》、《魏
敬夫人》、《焦裕禄》，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的《胡笳吟》，郑州市豫剧院的《都市阳
光》，驻马店市演艺中心的《陈蕃》，商丘

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的《王昭君》，新乡市
演艺有限责任公司的《游子吟》；小型舞
台项目 2 部，分别是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的木偶剧小戏《小小七品芝麻官》、平顶
山市戏剧研究中心的曲剧小戏《文明
堰》；艺术人才培养类项目为南阳师范
学院的《河南板头曲、大调曲青年演奏
人才培养》和郑州大学的《中原弦索乐
艺术人才培养》；艺术创作人才类资助
了李志晓、李亚、鲍军涛 3 人的 3 个项

目；4 部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分别为
省话剧院的《红旗渠》，河南豫剧院的

《清风亭上》、《花木兰》以及省艺术摄影
学会的《大河上下黄河风情艺术摄影
展》。

省文化厅艺术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去年我省 16 项获资助项目相比，今
年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大型
项目入选多，获得资助资金也较去年
有所增加。这无疑为繁荣我省文艺事

业、促进文艺精品生产提供了强力支
持。

国家艺术基金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
成立，是公益性基金，旨在繁荣艺术创
作、打造和推广原创精品力作、培养艺术
创作人才、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
展。今年全国共有 728个项目入选，入选
的项目将通过国家艺术基金的资金支
持，全力进行创作生产、宣传推广、人才
培养。④4

国家艺术基金 2015 年度资助项目出炉

我省 19 个项目入选

9 月 8 日，带着中原人民深情厚谊的
5000册图书落户新疆哈密地区图书馆，标
志着为期 6天、行程 4000多公里的“河南省
公益无限艺术团哈密地区走基层”活动落
下帷幕。

该艺术团相关负责人李道畅说，在这
6天时间里，由省文化厅、省公益无限艺术
团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志愿团队越天山、
进毡房、走牧区、到农场，在哈密地区开展
了 4场公益文化演出。从 486位注册文化
志愿者中选拔出的 19 位演员先后为哈密
市沁城乡、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柳树泉农
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伊吾县的数千名
群众、战士、学生送上带有浓郁中原风味的
演出，其中既有豫剧、京剧、越调、曲剧名
段，也有大合唱、健康舞等，引得现场观众
不断高喊“亚克西”！

除了演出，我省的文化志愿者还将文
化“种”在基层。他们举办了 4场面对面培
训活动，为当地文化爱好者传授技艺，让他
们成为基层文化活动的骨干。国家一级演
员魏俊英偶遇葡萄园里正在劳动的员工，
听说大家想听豫剧，魏俊英随即站在田间
为 9 位观众演唱，随后还耐心地教他们学
唱豫剧，示范豫剧的手眼身法步。团员们
还将带去的图书捐给了当地群众和图书
馆。伊吾县县长牙合甫·排都拉说：“河南
文化志愿者是我们伊吾县群众‘大房子里
的人’（意为‘最受欢迎的亲人’）。”

负责此次活动的省文化厅副厅长康洁
表示，“河南省公益无限艺术团哈密地区走
基层”活动是今年文化部“春雨工程”——全
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的一部分。我省文化
志愿者们用辛勤的汗水把优秀的精神食粮
送到哈密地区最基层的群众手中，成为传递
豫哈两地文化“一家亲”的纽带，也践行着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要求。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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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丹青”美术展吸引了不少观众。⑤4本报记者 王铮 摄

知名医院 知名专家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群英谱系列报道之五

一位普普通通的眼科医生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采访随笔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尹歌

记者采写过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使
用鼻内镜治疗鼻炎鼻窦炎不复发的耳
鼻咽喉头颈科主任闫保星、对癫痫病患
者准确靶向病变神经定位的癫痫及神
经电生理实验室主任王夏红博士、争分
夺秒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从死神手中
救回的心内科二病区主任卢革新、在宫
腹腔镜联合下治疗疑难性妇科疾病颇
有建树的妇科主任寇建芳、对晚期癌症
骨病患者解除病痛而默默奉献的骨科
二病区主任王红军，这次将要对医院的
拳头科室眼科进行采访。

因为是暑期，记者看到四楼眼科门
诊大屏幕前坐满并站满了如潮的候诊
人群，各位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就是
主治医师的诊室前，也坐满了等候就诊
的患者，记者询问了一下诊室门口的护
士，她们告诉记者，因为病人太多，坐诊
的专家没有一个能准点下班的，当天不
坐诊的专家，也安排有手术，整个暑期，
眼科专家是最忙的。

选择：独生漂亮女医生贝贝

记者再次来到了一楼门诊大厅眼
科专家坐诊时间栏前，国际白内障医师
学会委员擅长白内障、角膜病治疗的陈
鹏主任；在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眼底
病、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网膜脱离、严重
眼外伤等疾病治疗方面卓有成效的王
瑞峰主任；全国弱视斜视防治中心郑州
分中心主任王素萍；还有袁军主任、帖
彪主任等多位专家，跃然眼前。

这里没有看到普通医生即主治医师
的坐诊时间，大家都知道，郑州市二院的
眼科很有名，这个有名不光是我省的人
知道，周边的如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
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等省份的人也知
道，在眼科学界也是响当当的。

眼科，作为医院的龙头科室，其眼科
最前沿的诊疗技术传承工作又做的如
何呢？从哪个方面入手才能对这些有

一个全面的了解呢？记者决定从眼科
的最基层医生主治医师开始。

这么多主治医师选谁呢？记者看了
一下，当天坐诊的有四位眼科主治医
师，选谁呢？挨个诊室转了一圈，“王贝
贝”这个娇气的名字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再看一下裁剪得体卷发头下画着
淡妆的她，鼻头已微微冒汗，因为看诊
顾不得擦拭，透着那份聪慧，要知道作
为一名医生，要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不单要聪明更要有耐心，这位看起
来有些娇气的娇娇女有吗？当了解到
她还是一名独生女时，记者当即就做
出了决定，此次参访对象就是独生漂
亮女医生——王贝贝。

接触：说真话讲实话的医生

“孩子是假性近视，不需要配眼镜，
你加一下我的微信，那里有日常注意用
眼的方法和日常饮食中哪些事物对眼
睛好的科普知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你直接在微信中提问，我会回复的。”

上初一的文文妈妈终于松了一口
气，不是近视真好。

“大夫，我孩子老是歪着头眯眼睛看
东西，你看孩子是不是斜视。”

“孩子来，你头不动，眼睛动来看着
灯光。”

“孩子妈妈你拿着灯到窗户那里，孩
子你看着妈妈手里的灯光。”

一番检查下来，五岁半的萌萌确实
是斜视，王贝贝说，从孩子的反应情况来
看，怀疑孩子还有一定的散光，需要孩子
再做一个检查，来确定除了散光以外，还
有没有其他的屈光问题，同时，斜视的度
数也要确定一下，来决定手术量。

从早上 8:15 到 11:30，记者发现，王
贝贝一共看诊了 45位病人，他们中有以
前找她看过病的患者，也有老病人介绍
过来的新患者，这些病人量占总病人量
的 35%左右。

当记者问起带着两个孩子来看病的
遥遥妈时，遥遥妈说，大儿子就是在一
次偶然的机会，挂的王贝贝医生的号，
王贝贝的耐心和干脆利落，她很欣赏，
现在刚三岁的小儿子的眼睛日常检查
和健康维护，她还是选择了王贝贝，快
开学了，给两个孩子做一个眼部健康检
查是必须的，所以，她又找到了王贝贝。

带着邻居来看眼病的陈大妈说，王
贝贝这孩子，一看就是有学问的，最好
的是这个孩子实话实说，有问题就是有
问题，不模棱两可，这是陈大妈愿意来
找她的原因，也是他们家属院里的人爱
找王贝贝看眼的原因。

病人：与她的沟通非常愉快

翻开王贝贝的看诊记录，记者发现，
她的回头病人量很大，这一发现，在大
眼科主任王瑞峰那里得到了证实。

对此，记者来到了病房，看到了手

术后第二天，正在病房休息的月月，月
月爸爸说，孩子是斜视，而且还是内斜
视，在手术前的时候，王贝贝医生就给
他们说，之所以手术，是因为孩子的内
斜视度数不加镜超过了 15度，只是戴调
节性斜视眼镜，内斜视也不能回复，趁
孩子现在小，学业不繁重早点手术，对
孩子的内斜视术后矫治和视力都有好
处，因为是显微镜斜视矫正手术，手术
出血量少，手术的第二天眼睛就不怎么
红了，王贝贝告诉他们，如果没有特殊
的情况，明天他们就可以出院了。他把
这个好消息在微信上告诉了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在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也庆幸
做的是显微镜手术，孩子少受罪恢复得
也好。

19 岁兵兵的显微镜斜视矫正手术，
是在门诊上完成的，一天院也没有住，
七天后来拆线时，兵兵恢复得很好。

王贝贝告诉记者，对于小年龄的斜
视儿童和有一些其他病症的高年龄斜
视病人，需要住院外，身体状况好，对手
术之后的医嘱能理解得很透彻的患者，
她都选择门诊手术，既为病人节省费
用，也为病人省去了很多麻烦。

所以，许多来看诊的病人都有一个
共识，和王贝贝沟通很愉快，因为她既
能站在医生的角度为病人看诊，又能站
在患者的角度，替患者着想。这样的知
性医生，他们很喜欢。

导师：回院后定能独挡一面

从 2002 年就到郑州市二院工作的
王贝贝，在大眼科轮转了 5年后，最终定
位为斜弱视专业，当在 2012 年了解到，
我国已开展有显微镜斜视矫正手术之
后，随即前往北京同仁医院进修，学习
显微镜斜视矫正手术，2013 年回医院
后，就开展此项手术，两年的时间，她做
了近 1200例显微镜斜视矫正手术，手术
成功率达到了 100%。

说起在北京同仁医院的学习，王贝
贝说，她跟的导师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同仁医院全国知名斜视弱视专家、眼肌
组组长焦永红教授，焦永红教授对进修
医生的要求很严格，每次病人手术前后
的病例讨论，都需要进修医生参与其
中。

为了更好地学习这门新技术，王贝
贝每天早上 7：00就来到病房，先导师之
前查房，同时，问询当日手术病人的准
备情况，根据手术病人的具体症状，提
前设计出手术量，以此来对比自己的手
术量和导师手术量的差别。

细心又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得到
了回报，3 个月后，她所设计的手术量和
导师所制定的手术量越来越接近，5 个
月后，导师已经放心的让她上手术台
了。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看着王贝贝手
中厚厚的进修病历记录册，导师说，这
样用心的进修医生，回去后一定能独挡
一面。

技术：显微镜斜视矫正手
术第一人

郑州市二院大眼科主任王瑞峰说：
“医院用显微镜做眼部手术已经有 20年
之久，有非常丰富的显微镜手术经验，
王贝贝在前往北京学习显微镜斜视矫
正手术之前，已经能在显微镜下操作眼
科手术，目前，显微镜下治疗斜视是眼
科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我们更是不能落
后，王贝贝目前应该是我省应用显微镜
治疗斜视矫正手术的第一人。”

显微镜斜视矫正手术的最大好处就
在于，出血量少，恢复快，如果患者身体
条件允许，在门诊上就可以做。

高中学生 19 岁的小巩，是专程从
广州到郑州来做显微镜斜视矫正手术
的，小巩的二姨说，小巩的斜视度数比
较大而且还有重度散光，经过多方打

听，而且从网上查询到王贝贝的显微镜
斜视矫正手术做的非常好，就来到了医
院，没想到，孩子手术后的第三天就出
院了，出院的时候，看小巩的眼睛一点
都没有手术的迹象。现在快开学了，再
复诊一次，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
有。

54 岁的外斜视患者耿女士，因患有
糖尿病和高血压，她的手术需要住院进
行，同年龄的林女士就不需要，她的内
斜视手术是在门诊上完成的，她说，手
术第二天眼睛就不红了，一点也看不出
眼睛做过手术，同时眼睛也没有不舒服
的地方。

领导：眼科破土崛起的新秀

“能得到焦永红教授的高度评价，王
贝贝的付出一定不少，她一手漂亮的显
微镜斜视矫正手术，为医院眼科增添了
新亮点，是医院眼科的新秀。”郑州市二
院党委书记赵玉兰说。

郑州市二院眼科的大专家多，名不
见经传的主治医师也不少，在医院眼科
大专家的熏陶下，大家在眼科领域探索
新治疗方式的敏锐捕捉度极高，同时接
受和理解新生事物的能力也很强。

医院对有外出学习新技能的医生更
是广开方便之门，对医生的资质没有限
制，才造就了主治医师王贝贝的外出成
功学习，同时医院内部能者上的平台，
使学成归来的王贝贝有用武之地。

写至此，记者明白了，郑州市二院的
眼科为什么那么强？院领导的重视在
其次，重要的是，眼科内部的大团结，知
名专家对年轻医生毫不吝啬的夸奖与
鼓励，年轻医生力争上游的坚定信心，
相信，在眼科这个和谐大家庭中，他们
这种传帮带的无私奉献精神，将使郑州
市二院的眼科更强，在眼科领域所取得
的成就更夺目，将造就更多的眼科大专
家，为更多的眼病患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