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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日，记者从省疾控中心
了解到，我省已进入流感流行高峰
季节，近阶段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
就诊百分比略高于去年同期，并呈
上升趋势，但明显低于我国南方省
份的平均水平，全省流感流行水平
总体在预期范围内，流行态势较平
稳，总体疫情处于历年一般水平。

以乙型流感病毒为主
国家流感中心发布的信息显

示，近期我国南北方均已进入流感
冬季流行高峰季节，哨点医院报告
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比例高于过
去 3年同期水平，流感暴发疫情起
数显著高于往年同期。流感病毒
检测阳性率达往年高峰水平，且仍
呈上升趋势，但未发现影响流感病
毒传播力、疾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
变异，全国流感流行水平总体仍在
预期范围内。

冬春季历来是我省流感高发
季，12 月至次年 1 月为发病高峰
期。当前我省流感病毒检测阳性
率略高于去年同期，且仍呈上升趋
势，主要是以乙型流感病毒即“B型
流感”为主。

1 月 3 日，省疾控中心发布提
示，综合我省历年流感流行的流行
病学、病原学监测结果分析，预计1
月份全省流感病毒活动强度仍将
处于较高水平，市民应提高防病意
识，加强家庭成员的健康防护，最
大限度预防流感等传染病侵害。

流感与感冒别混淆
近期，本省的流感流行态势较

为平稳，但为什么医院的急诊内科
患者日益增多？

对此，省疾控中心表示，很多
人去看病是因为得了感冒，而不是
流感。感冒和流感这两种疾病部
分临床表现相似，常导致人们混
淆。实际上，它们的病原体、主要
症状的严重程度、人群分布、高发
季节等多方面都存在区别。

据悉，感冒症状以上呼吸道炎
症为主，如鼻塞、流涕、咳嗽、咽痛

等，严重者才会发热、头痛，而流感
以全身症状为主，如高热、头痛、乏
力、全身肌肉酸痛等；感冒的治疗
以休息、对症治疗（镇咳、化痰）为
主，症状不严重时一般不需服用抗
生素，但治疗流感时应尽快服用抗
流感病毒的专门药物，并辅助以对
症治疗。

此外，流感可通过每年接种疫
苗进行预防，但感冒不能用疫苗预
防，而应增强体质、改善营养、避免
受凉和过度疲劳。

记者了解到，接种流感疫苗
后，2-4 周后即开始起保护作用，
6-8 个月后保护力度逐渐下降，
所以流感疫苗需每年接种才能获
有效保护。通常 6 个月以上的宝
宝可开始接种流感疫苗。8 岁以
下儿童首次接种时，接种 2 剂次
的保护效果比接种 1 剂次的效果
更好。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1
月 3 日，记者从南昌市疾控中心获
悉，近日，由于8批次五联疫苗未通
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批
签发，南昌市多个县区预防接种门
诊出现疫苗短缺，部分门诊已经宣
布暂停五联疫苗的首剂接种。

五联疫苗是“吸附无细胞百白
破灭活脊髓灰质炎和B型流感嗜血
杆菌（结合）联合疫苗”的简称，可以
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
质炎（小儿麻痹）和B型流感嗜血杆
菌感染共 5 种传染病。在我国，五
联疫苗属于第二类疫苗，家长可根
据自费、自愿的原则，为两月龄以上
的儿童酌情选择接种。

南昌市疾控中心表示，批次是指
疫苗批签发，此次疫苗生产商未拿到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批签
发，加剧五联疫苗缺货情况。而批签
发是国家把控疫苗等生物制剂能够
有效且安全地进入市场的最后一道
关卡，检验不合格或审核不被批准的
疫苗，均不得上市或者进口。

据悉，此次的断苗情况可能将

持续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五联疫苗缺货，已接种过的宝

宝该如何继续接种？南昌市疾控中
心指出，按常规程序，五联疫苗全程
需要接种 4 剂，分别为第 2、3、4 和
18月龄各接种1剂。宝宝若已接种
过 1 剂次以上的五联疫苗，家长可
以根据宝宝的（月）龄，选择相应的
替代方案完成接种。

据了解，如果宝宝暂未接种过
五联疫苗，家长可酌情选择用接种
脊髓灰质炎疫苗（免费）、百白破疫
苗（免费）以及Hib疫苗（自费）或接
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免费）以及四联
疫苗（自费）这两种方案替代。

换了接种方案，之前的针会不
会白打？南昌市疾控中心介绍，已
接种过的五联疫苗针次可作为基础
免疫，同时可减少相应的针次，不会
白打。另外，此次五联疫苗缺货时
间较久，为避免宝宝错过最佳接种
年龄，及时选择替代接种方案是比
较合适的做法。较于全程接种五联
疫苗，替代方案虽会增加宝宝的接
种次数，但对孩子的保护效果不变。

本报讯 （记者余红举）1 月 2
日 ，我 省 版 权 保 护 工 作 的“ 首
秀”——2018 年江西首件作品版权
登记证书，颁给了著名赣籍艺术家
熊峰书法作品“秀”“美丽江西秀天
下 ”，“ 秀 ”登 记 号 为“ 赣 作 登
字-2018-F-00000001”，书法作品

“美丽江西秀天下”登记号为“赣作
登字-2018-F-00000002”。

去年9月8日，在外交部“蓝厅”
举行的江西全球推介活动上，以“开
放的中国：美丽江西秀天下”为主题

的系列推介活动让大家惊喜。外交
部部长王毅向世界推荐美丽江西，
而屏幕上灵动的“秀”字，飘逸、端
庄、有力度，令人惊叹。

“美丽江西秀天下”作者是省对
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著名艺术家熊
峰，土生土长的南昌人，旅居日本近
20年。熊峰每年有近 4个月时间在
国内采风，再走出国门，向世界推广
中国文化。

书法组品“秀”与“美丽江西秀
天下”《作品登记证书》显示著作权

人为熊峰，作品类别为美术，创作完
成日期为 2017年 8月 15日，首次发
表日期为2017年9月8日。

谈到创作书法作品“美丽江西
秀天下”，熊峰告诉记者，创作完成
后，突然接到电话要突出“秀”字。
他说：“在写‘秀’字时，我把自己想
象成翩翩君子，站在鄱阳湖上、站在
井冈山之巅，跟着感觉让毛笔随意
舞动，‘秀’字一气呵成，秀出了江西
的美。”

据了解，“美丽江西秀天下”书

法作品，随着在外交部“蓝厅”举行
的江西全球推介活动迅速升温，并
被省内外商家作为LOGO用于商业
用途，存在严重的侵权行为。熊峰
说：“书法作品‘美丽江西秀天下’是
原创，希望通过注册提高公众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于是，熊峰向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版权局）提出申请
作品版权登记，于去年12月29日审
理完成。

“书法作品‘秀’，以及‘美丽江西
秀天下’获《作品登记证书》后，已在

国家版权局备案。该作品不仅在省
内、国外受保护，还在《保护文学和艺
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缔约方174个国
家受版权保护。”省版权保护中心主
任赖政兵表示，美术作品进行版权保
护，“秀”与“美丽江西秀天下”并非第
一例。“秀”与“美丽江西秀天下”通过
外交部“蓝厅”举行的江西全球推介
活动，已成为江西的公共品牌，社会
关注度高，对其进行版权保护有利于
版权资源的后期开发，以及深度挖掘
其社会、经济、文化意义。

本报宜春讯 （记者郑颖）1月 3日
清晨，宜春市松江园里一片欢声笑语，
成群结队的居民围在池塘边打拳、跳
舞、散步。市民冯哲乐呵呵地说：“自
从去年对松江园池塘进行治理后，家
门口的‘龙须沟’变成了城市新名片，
大家锻炼休闲都爱来这里。”

松江园上游未全面开发，大片区
域保留了种植养殖功能，污水未收集
到位，散排进入松江园池塘。治理前，
松江园池塘黑臭严重。去年上半年，
宜春市投资约500万元，用于松江园治
理，新建了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提升
低洼地污水，整改管网收集集中排放
的污水，拆除养殖场，取缔清理种植地
内粪窖，对散排流入的种植养殖面源
污染水、初期雨水截流，彻底清理池底
黑臭污泥。为维持景观效果，市政部
门还抽取秀江河水补充入池塘，整治
后的水面干净清爽。

樟树广场位于宜春中心城区人
群集中、交通繁忙地段，由于广场周
边区域地势低洼，生产生活污水无法
汇入樟树路、高士路排污管网，均通
过老的排水暗渠，排入樟树广场池
塘，导致水质富营养化，湖面一层绿
膜，水体黑臭。去年下半年，宜春启
动该池塘整治，项目投资约 650万元，
铺设截污管道将污水全部引至下游
污水管网，彻底清理池底黑臭淤泥，
避免新水发酵。目前，樟树广场池塘
正在抽取清水补充池体，补水后池塘
将焕然一新。

“陈老板，给我装 10 公斤
米粉。”日前，3名熟客来到樟树
市义成镇水根米粉加工厂购买
米粉。68岁的老板陈水根说，
不仅有樟树周边乡镇的顾客，
还有从新余、宜春的顾客。

义成镇位于樟树市西南50
多公里，属于该市最偏僻的乡
镇，主产大米、花生等农作物。
该镇出产的米粉，柔软又劲道，
深受人们喜爱。

陈水根 1992 年开始加工

米粉。“那时，卖米粉加工机器
的老板教了一点技术。”老陈回
忆说，为提高技术，他带干粮到
邻近的新余、上高等地学习。
经长期摸索，加工技术逐步稳
定下来，才有现在的味道。

把米粉做得这么好，有什
么奥秘？“没有奥秘，只要肯花
力气、花时间。有些人为追求
效益，生产速度快了，但口感肯
定比不上我做的。”老陈说，做
米粉要用心去搓揉，时间不够

出不了好味道。“我每天用大米
300公斤，产米粉 250公斤。一
年能赚 20多万元。”老陈坦言，
目前只是他和老伴雇几个帮工
在做，产量上不去。老陈夫妇
年岁已高，力不从心，两个儿子
在外地发展，又无暇顾及。

为传承米粉加工手艺，去
年 9 月，义成镇与老陈沟通协
商，让他牵头注册成立了“樟树
市义成米粉专业合作社”和“水
根手工米粉”商标，并向年轻

人、贫困户传授技艺。同时，采
取“合作社+超市+农户+网络”
模式，按统一标准制作米粉，销
往樟树、新余、高安等地的 4家
超市，并利用农村“E 邮购”电
子商务平台，扩大销售份额。

“我们筹备对加工生产予
以升级，逐步取代传统家庭作
坊，实现义成米粉的品牌与效
益齐升，带动更多农户脱贫致
富。”义成镇党委书记钟剑波满
怀期待。

走出深山
老人到敬老院生活无忧

本报记者 邹晓华

1月 2日，86岁的陈志清正和彭泽县黄岭
乡敬老院的老人聊天，其乐融融。30多年前，
陈志清独自从安徽老家来到彭泽县黄岭乡的
深山隐居。当地志愿者发现后，经常前往探
望。去年9月28日，彭泽县民政局和黄岭乡民
政所工作人员将陈志清从深山接到黄岭乡敬
老院。

去年8月，彭泽县棉船爱心协会的工作人
员在黄岭乡长乐村一废弃的林场内发现了独
居的陈志清。“起初，有人发现山里冒烟，后来
才知道原来有一名老人在此隐居，烟是老人生
火做饭产生的。”志愿者尹先明说，志愿者决定
帮助陈志清。志愿者跋山涉水，送去米面、油、
水果、衣物等，还纷纷为他捐款。

陈志清说，20世纪80年代初，从安徽老家
流落到这个废弃林场后就再也没离开。他靠
帮附近村民干零活换一些生活必需品，每天只
吃一顿饭。他种了一些蔬菜，照明用的还是马
灯，生活十分清苦。

彭泽县黄岭乡民政所副所长江谷小介
绍，县民政局和乡政府获悉陈志清的处境
后，非常重视。“我们决定先征求老人意见，
如果他愿意从深山出来，就将他安置在敬老
院，如果不愿意出来，就提供必要的帮助。”
在得到陈志清同意后，便将他接到黄岭乡敬
老院安置。

彭泽县黄岭乡敬老院的院长王永松说：
“陈志清刚进敬老院时，不太说话，也不与他人
交流。现在，常与其他老人聊天，散步，融入了
敬老院这个大家庭。”

记者了解到，陈志清因隐居深山，没有户
口和身份证，黄岭乡民政所和彭泽县公安局户
政部门将给陈志清补录户口。

十年帮扶
孤寡老人享受天伦之乐

吴德强 本报记者 刘 斐

“没想到我能过这么热闹的生日。”1月 2
日，记者在玉山县双明镇永久村见到祝猫仔老
人时，他还念叨着帮扶干部祝钦龙两天前给他
做的七十大寿，“我无儿无女，祝钦龙夫妇对我
比儿子、儿媳还亲。”

70岁的祝猫仔老人是永久村供墩小组的
五保户。见老人孤苦伶仃，从2008年起，村小
组长祝钦龙主动担负起照料其生活的重担，一
干就是近十年。

2014年，祝钦龙提出与祝猫仔结对帮扶，
并和妻子吴桂花商量，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

“我对他的想法很支持，老人很孤单，又是同村
的，大家比较了解。”吴桂花告诉记者。

接祝猫仔到家后，祝钦龙夫妇像照顾自己
的父亲一样，为老人洗澡搓背、换洗衣服。为
让祝猫仔住得舒心，祝钦龙夫妇专门为他准备
软软的饭菜、暖和的衣裤和崭新的被褥。祝钦
龙的儿子、儿媳、女儿也非常支持父母的做法，
并把祝猫仔当亲爷爷一样看待。“我女儿每次
打电话回来，都要叮嘱我照顾好这个爷爷。”吴
桂花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他们一家对我真的很好，我有时都不好
意思，真怕麻烦他们，想搬回自己房子去。但
是他们一再为我宽心，让我好好在这里安度晚
年。”祝猫仔带记者回了一趟他的老房子，因常
年无人居住，房内布满灰尘。“感谢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干部，感谢村里的
老老少少，他们都非常关心我。”

徐海香是祝钦龙夫妇的邻居，见证了祝猫
仔多年来的幸福生活。“我们村里人都知道他
的情况，一个老人生活非常困难。这几年祝钦
龙把他照顾得非常好，他可精神了。”

2017年12月29日，上高县南港水库露
出的蒙山银矿古驿道石桥。

据悉，这是南港水库自1961年蓄水以来，
蒙山银矿古驿道上的石桥、石板路、古村等水
下古遗址，因水库维修改造，在56年后首次重
见天日，吸引了不少文化爱好者探古寻幽。

蒙山银矿遗址位于上高县蒙山，是宋元明
时期的银矿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
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我省流感流行水平在预期范围内

预防流感可每年接种疫苗
预计1月流感病毒活动强度较高 勿混淆流感与感冒

五联疫苗短缺 可换替代方案

“秀”“美丽江西秀天下”获《作品登记证书》

今年版权保护首秀：向天下“秀”出江西美

昔日“龙须沟”
变身城市新名片 ◀1月2日，万年县裴梅镇曾家

湾村彭学君正在制作麦芽糖，还有游
客参与其中，感受制作乐趣。

据悉，麦芽糖是我省农村过年招
待客人最常见的一种手工制作食品，
由大麦芽、糯米、各种各样的馅制作
而成。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好米粉用心做 好手艺待传承

舌 尖 上 的 乡 愁

▼近日，在第十三届江西“生态
鄱阳湖·绿色农产品”（上海）展销会
上，丰城市子龙冻米糖荣获金奖。
图为员工在制作冻米糖。

通讯员 杨 娟摄

陈 晗 潘 诚 本报记者 刘 斐

本报记者 万仁辉

在流感流行季节，当群众出现流感样症状（体温≥38℃，伴
有咳嗽或咽痛）时，很可能是感染了流感病毒，需及时就医。

在流感高发期，群众应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服，避
免活动后流汗受凉，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
此外，预防流感要注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保证充足休息，
避免过度疲劳，同时要注意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提
醒

水下古遗址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