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焦作：叫响“太极功夫之旅”品牌

信阳市皮影戏进校园实践案例

入选“非遗进校园”
十大创新实践案例

入选“2020非遗与
旅游融合发展优秀案例”

此次集中带量采购
数量占全省医疗机构这
两类医用耗材总使用量
的 70%～80%，中选产
品采购量直接明确到各
医疗机构，预计年底内会
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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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萍）10月 27日，记
者从省医保局获悉，我省首次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于 10月 26日顺利开标，
经过开标、议价等环节，产生了拟中选
结果。人工晶体、留置针两类医用耗材
价格平均降幅为 66.5%，最高降幅达
94.34%，多个产品中选价创全国新低，
将进一步降低患者的就医负担。

人工晶体主要用于白内障、青光
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手术治疗，留
置针在输液及手术中很常用。此次，
通过集中带量采购，人工晶体 8 个分
组 平 均 降 幅 为 56.3% ，最 高 降 幅 达
85.69%；留置针 8 个分组平均降幅为
76.6%，最高降幅达 94.34%。预计每
年两类医用耗材采购金额由 6 亿元降

至 1.8亿元。
据悉，这次集中带量采购充分考虑

临床需求和产品特征，科学确定产品分
组，目前我省医疗机构临床使用的主流
品种均中选，能够较好地满足临床需
求。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集中带量采购数量占全省医疗机构这
两类医用耗材总使用量的 70%—80%，
中选产品采购量直接明确到各医疗机
构，预计年底内会落地执行，患者就能
享受到低价耗材。”

自 2019 年以来，国家组织开展了
三批共 112种药品的集中带量采购，平
均降幅在 50%以上，其中前两批共 57
个药品已经在我省落地实施，第三批将
于11月 20日前全面执行。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0
月 27日，记者从省非遗保护中
心获悉，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支持指导的
第二届“非遗进校园”优秀实践
案例、“2020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结果揭晓，
信阳市皮影戏进校园实践案例、
河南焦作：叫响“太极功夫之旅”品
牌分别入选“非遗进校园”十大创
新实践案例、“2020 非遗与旅游融
合发展优秀案例”。

近年来，信阳市依托“皮影戏”积
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建立了专门
场馆用于皮影戏的展示、传习、交流。
2018 年以来，信阳学院围绕“皮影戏”
这一非遗项目深入开展教学、科研、实习
实训等活动且成效显著，为皮影戏的传
承和发展储备了人才。在有效传承皮影
戏的基础上，该校通过设计、制作装饰
画、剪纸，扩大皮影戏在传统美术领域的
影响力；组建创编团队，通过在皮影戏中
融合信阳民歌、小调等方式，实现皮影戏
的创新性发展。

焦作太极拳（陈氏太极拳）是我省乃
至中国连接世界的一张重要“文化名

片”。近几年，焦作市不断推进太极拳创
新与旅游融合发展方式，走出了独具特
色文旅融合路子。依托太极拳发源地陈
家沟建设一批文旅项目，文化旅游逐渐
成为太极圣地新常态；通过举办焦作国
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暨云台山国际旅游节

“一赛一节”的国际盛事、开展“一带一
路”太极行国内外展演、“春雨工程”文化
志愿者等品牌活动，叫响了“太极功夫之
旅”品牌，成了当地发展体育事业、促进
文旅融合、扩大开放招商、带动城市发展
的有力抓手。③4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呵护他们
的身心健康应当家庭、医院、学校及社会各界
共同参与。

在近两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多名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要重视儿童青少年脊柱
健康问题，应将脊柱侧弯早期筛查纳入我国
儿童青少年健康体检常规检查项目；对贫困
家庭患者给予康复治疗、手术治疗等费用资
助。

“青少年脊柱侧弯不仅要通过专业的医
学检查筛查出来，家庭检查也至关重要。”省
医脊柱脊髓外科副主任医师施新革博士自创
了一套“顺口溜”帮助家长发现早期脊柱侧

弯：两肩不一般高，弯腰好像剃刀，腰部打了
个褶，后背鼓了个包。

“一般来说，脊柱侧弯在 15度以下的患
者，通过专业持续的运动训练可以得到很好
的改善；脊柱侧弯超过 25度的患者，应到医
院进行康复疗法、3D 打印矫形支具进行治
疗；脊柱侧弯40度以上的患者要及时进行手
术治疗。”施新革说。

据记者了解，省医脊柱脊髓外科近年来
已建立起脊柱侧弯高效三级防治网络，并开
展了“中国梦·脊梁工程”“脊柱畸形千人救助
计划”等多项救助活动，极大地减轻了贫困脊
柱畸形患者的看病负担。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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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一副纯真年轻的面孔，后背却呈现高低不平的扭曲状，走起路来像是七八十岁的老

年人；本应该拥有阳光快乐的学习时光，却因严重的弯腰驼背而不得不中断学业，到医

院接受治疗……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脊髓外科主任高延征的诊室，常常会看到这样

的年轻患者，脊柱不对称、脊柱侧弯等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轻的他们受到脊柱病的困扰？

10月 27日上午，焦作市武陟县的 14岁
男孩刘明（化名）来到了高延征的诊室。他的
父亲反映，近半年来，孩子运动耐力明显不如
从前，在一次洗澡的时候，发现他肩胛骨一高
一低。高延征评估检查后认为，孩子已经存
在比较明显的脊柱侧弯，需要手术治疗重塑
扭曲的形体。

像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近年来，我国
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人数逐年上涨，严
重程度增加。据统计，目前中国脊柱侧弯病
人超过300万人，并以每年30万人的速度递
增，其中超过半数为青少年。脊柱侧弯已成
为继肥胖症、近视之后影响我国儿童青少年
健康的第三大“杀手”。

高延征介绍，脊柱侧弯是一种使脊柱向
侧方弯曲呈“S”或“C”形的脊柱畸形，也是一
种常见的骨骼问题。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就
是，在站姿下，正常人的脊椎排列应该是身体
左右两边对称，且从上到下是呈一条直线的，
脊柱侧弯患者通常会因为脊椎旋转扭曲，呈
现驼背、高低肩、长短腿、骨骼发育不对称等
外在畸形。

脊柱侧弯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形体姿态，
还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由于脊柱侧
弯使脊柱两侧的受力位置发生改变，时间久
了患者容易出现腰背疼痛，最终改变胸廓的
形状，影响正常呼吸，严重的可导致心肺衰
竭、瘫痪甚至死亡。”高延征说。

“引起脊柱侧弯的病因尚不明确，但可以
肯定的是，不良生活方式会加重脊柱侧弯等
脊柱畸形。”高延征说。

首先，互联网时代电子产品的流行，令不少
青少年长时间保持“弯腰弓背曲颈低头”的姿
势，“长时间保持面对电子屏幕、跷二郎腿等不
良的姿势，加上户外运动少、睡眠不足等，都对
孩子脊柱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危害。”高延征说。

其次，过度负重和不对称的“背包”方式加

重了脊柱的压力负担。专家建议，儿童书包重
量不要超过体重的10%。另外，使用单肩包更
易造成脊柱侧弯，建议儿童使用双肩包。

再次，桌椅高度问题不得忽视。孩子身
高不同，应对应不同型号的桌椅、桌面、桌面
高度。“如果长期用低矮的桌椅，不仅会近视，
还会导致弯腰驼背，脊柱会呈现一个后凸的
畸形。所以在选择桌椅时，建议家长选择能
调节高度的升降款式。”专家说。

脊柱侧弯患者超半数为青少年

不良生活方式加重脊柱负担

多方努力 共同挺直健康脊梁

我省首次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顺利开标

人工晶体、留置针将平均降价66.5%

第二届“非遗进校园”优秀实践案例、“2020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案例”评选揭晓

我省两个项目上榜

注意保暖御寒，

护好颈部和腰部。寒

冷会导致脊椎的韧带、

肌肉僵硬，影响血液循

环，进而损伤脊椎。秋

冬季早晚偏凉，脊椎病人

开始增多，有脊柱问题者

更 要 做 好 保 暖 措 施 。 身

处空调房时，要备好围巾

和衣服，时刻护好颈部、腰

部。

坐一会儿得动一动。大

部分的腰椎病都是久坐出来

的，而长期从事低头伏案工

作，对颈椎的劳伤特别明显。

平时即使再忙，每隔 45 分钟

就要起来活动 5—10 分钟，喝

水、远眺、上厕所都可以。

遇 事 别 急 ，动 作 别 太 猛 。

动作幅度太大，很容易导致脊

椎 严 重 受 损 ，比 如 猛 一 扭 头 、

站着直接弯腰拿重物、够不着

东 西 的 时 候 拼 命 拉 扯 上 半 身

等 ，最 容 易 损 伤 脊 柱 。 因 此 ，

平时运动前要先做好热身，拿

重物最好先屈膝下蹲，然后再

拿起。

凳子、卧具别太软。床垫

不能太软，枕头不能太高（仰卧

时枕头高度为一拳头，侧卧时

可相对高些），椅背最好有前凸

设计，或者在后腰放个小靠垫，

桌子则最好选择前高后低、桌

面倾斜的。

站如松、坐如钟。窝在沙

发里、窝头睡觉、斜躺着看电

视、单肩背包等姿势都会让

脊椎很不舒服，跷二郎腿的

坏习惯更要马上改正。

□本报记者 陈辉
实习生 尚怡菲

5G 全息投影，
“莲鹤方壶”在空
中活了起来；拿起
一把“探究镜”，胖
乎乎的唐朝仕女
向你微笑点头；点
击触摸屏，一件宋代
汝瓷开口说起了自己
的身世……

这就是智慧博物馆的魅
力。在日前落幕的第三届全
国5G应用大赛总决赛中，河
南移动和河南博物院联手打
造的“5G智慧博物馆”项目
获得优秀奖，成为 5G技术
和文化融合的一个标杆。

10月 27日，记者随中
国移动组织的“5G 中国
行”采访团来到河南博物
院，在 5G智慧博物馆见
证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
空穿梭。

走 进 博 物 院 东 配
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河南博物院十大镇馆
之宝之一的莲鹤方壶，
不过这次它不是放在
展台上，而是在空中
“腾云驾雾”。“我们把
莲 鹤 方 壶 数 字 化 建
模，采集了壶体 5000
面信息，再配以鲜花、
仙鹤等元素进行二次
创作，把莲鹤方壶影
像投射在雾气之中，
让它在空中活起来、
动 起 来 。”河 南 移 动
5G 行业主管仝另帅
介绍，莲鹤方壶的所
有信息已经数字化，
资源存储在云端，通过
5G网络可实时高清流
畅播放，也可以通过手
机扫描看到任何一个
高清细节。

再往里走，一面三
维国宝魔墙光彩夺目，
馆藏的青铜器、汝瓷、唐
三彩等珍贵文物全部变

成了三维模型，触摸展
示屏技术，能够对文物
进行 360度自由旋转、
放大缩小，欣赏文物高
清文理、结构等深度
信息。

如果你还不过瘾，
可以拿起一把“探究镜”

仔细研究，镜子对准藏品
图卡，会立即播放这件藏品

的语音解说；更巧妙的是，用探
究镜观赏人物图卡时，人物会变得生动起
来，眨巴着眼睛，挥舞着双手，仿佛这位历
史人物穿越了时空来到了面前，把自己的
故事娓娓道来。当你观看的文物是一件
残缺品时，整个修复过程还会完整地呈现
在眼前。

“这是依托的‘5G+AR’技术，以‘专
用终端+数字内容’的形式把藏品全面展
示给观众，这是5G技术未来改变文物乃
至旅游体验的应用缩影，有了它，将来人
人都能变成‘行走的百科全书’。”仝另帅
说。

智慧博物馆里的“5G+沉浸式千里
江山图”更是如梦如幻，利用 5G网络大
带宽、低时延的特性，把北宋王希孟传世
作品《千里江山图》通过“5G+沉浸式全
息投影”，赋予画作更多的可能性，只见
青绿山水瞬间变成水墨大片，或者青翠
的山峦进入三维空间，千里江山缓缓流
动，仿佛“坐地日行八万里”。

在省博物院，还能 360 度远程实时
欣赏洛阳龙门石窟全景，戴上VR眼镜，
秋日龙门尽收眼底，游客仿佛就在眼
前。这是通过布置在龙门石窟景区的全
景摄像头，经5G网络将采集的画面传送
至河南移动融媒云平台，并通过体验区
的CPE设备呈现在VR眼镜之中的。“不
久的将来，每个家庭都将有这样一副眼
镜。有了它，坐在家中就可以‘游览’全
国景点，甚至可以观赏到每处景观在阴
晴雨雪等不同场景下的风貌。”仝另帅充
满信心地说。

目前，河南移动正联合省文旅厅等
单位加快建设5G智慧博物馆项目，依托
5G 网络，融入云计算、大数据、VR/AR
等技术对博物馆全业务进行信息技术赋
能，打造集多样化文物展示、智慧文创服
务、智慧文物保护和智慧馆区管理为一
体的智慧博物馆生态体系，推动文物保
护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让更多的中原
文物“活”起来。③4

5G连线“对话”文物

脊柱病预防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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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文旅

关注非遗

□童叶萍 马艳波

这些天，有一些人活跃在社区、大
街小巷，他们的衣着、手中的物品有一
个明显的标志，“ ”人口普查标记，

“人口普查员上门了”，普查员调查什
么？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已经家喻户
晓，那他们是用什么工具，如何采集数
据？且听细说。

国务院人普办为十年一次的人口
普查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流程，冲在最前
面的是普查员，他们走街串巷对每一个
人、每一处住房进行登记。10月 11日
入户摸底，普查员逐个登记每一处住户

信息，这叫摸底登记；11月1日正式入户
登记，需登记每一户里的每个人信息，这
叫短表登记；如果您家够幸运被选中，那
么11月 15日后，普查指导员将会登门
拜访登记更加详细的信息，这叫长表登
记，被选中的概率是十分之一。大家要
全力配合啊，大国点名，没你不行！

2020年的今天，移动互联网技术
飞速发展，我们普查员登记工具也与时
俱进，不错，数据采集的工具就是手
机。普查员第一次登门拜访，打开手机
上的企业微信小程序，把您家户主、地
址、居住几人这些一眼看到的信息登记
起来，您也可以帮他们核实一下，是否

准确无误，如无异议，直接上报，这样就
完成了摸底登记；短表登记内容就比较
具体了，主要内容集中在每个人详细信
息上，如果您是喜欢拉家常的，可把您
家每个人情况娓娓道来，普查员用小程
序嗖嗖记录，完成上报；如果你不喜欢
别人知道你家里细枝末节，不要紧，还
有普查利器，就是“自主填报”。

自主填报是国务院人普办为大家
准备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普查员在完
成对您家的摸底调查后，如果您选择
自主填报，普查员通过采集小程序生
成您家的一个专属二维码，您用微信
扫描二维码，进入自主填报小程序，根

据填报指南，逐人逐页悄悄填完，您所
填报的信息经加密处理后直接上传至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对您提供的信息予以
保密，是不是很酷？需要提醒您的是，
自主填报的截止时间是 11 月 6 日 0
时，一旦错过了填报期，您将不能自己
填报信息了噢。不过万一您错过了自
主填报也不用担心，11月 6日至 15日
将会有普查员再到您家入户登记。

我国将会有十分之一的家庭户参
与长表登记，长表登记涉及住房、交通、
教育、工作、收入来源等多方面内容，这
么复杂的任务将由调查业务娴熟的普

查指导员完成。普查指导员入户后，会
用微信小程序详细记录您家的住房、交
通工具、个人教育、生活、工作方方面
面，您的支持与配合是普查员取得准确
数据、完成普查任务的关键。

国务院人普办把数据安全作为重
中之重，从两个方面来保证您家的信息
不会被泄露。一是从法律层面上保障，
《统计法》《人口普查条例》规定，严禁任
何单位和个人向任何机构、单位、个人泄
露公民信息，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信息必须严格

履行保密义务。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在
去您家之前都与普查机构签订了保密协
议，如果出现任何泄露信息问题都将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从技术上严密
设计，无论是普查员现场上报还是您自
主上报的数据，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都采
用了多种安全技术全程加密，保证您的
信息不在互联网通道泄露，保证您的信
息不会被修改；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国务
院人普办也建立了牢固的安全防护体系
和安全审计机制，保障数据安全。

大国点名，等你来！

“大国点名 没你不行”河南人口普查专栏⑥

大国点名，怎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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