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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4 月 6 日， 中宣部会同交通运输部、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组织中央和地方媒体在上海启动
“沿着高速看中国”主题宣传活动。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紧
扣庆祝建党 100 周年，选取包茂高速、沪渝高速、连霍高
速等 22 条经典线路 ，通过直播互动 、采访报道 、文化活
动等形式 ，从历史纵深 、地理人文 、发展变迁 、民生改善
等视角，全景展现建党百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 活动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将持续至 6 月
25 日前后。

（谷雨/文 艺林/图）

“沿着高速看中国”活动启动

·藏者之乐·

据人民网报道，2010 年至 2020 年十年间，青海省累计
投入 1.38 亿元用于长城西宁段、大通段、湟中段等一批保
护工程项目，对长城本体进行抢险加固，改善长城环境景
观。 同时，青海省将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贵德县、互助
土族自治县、海东市乐都区长城段为核心，打造文旅融合
示范区，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青海段）建设。

青海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据人民网报道，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 4 月 5
日 21 时 30 分，2021 年清明档总票房达 8.17 亿元，刷新中
国影史清明档票房纪录， 总观影人次 2216.74万， 总场次
123.41 万场。 其中，《我的姐姐》以 3.76亿元的票房成绩领
跑清明档，并创下清明档国产片最佳纪录。业内人士认为，
中国电影市场“假期效应”越来越突出。在春节档、暑期档、
国庆档成为“必争之地”后，针对不同假日的定制影片纷纷
登场，“小档期”成为部分中小成本国产片的最优选择。

清明档三天总票房创新高

据人民网报道，3 月 30 日，广州市通过了《广州市慈
善促进条例》，决定每年 9 月为“羊城慈善月”，全力打造慈
善之城。 《条例》明确规定，每年 9 月为“羊城慈善月”，民政
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慈善活动，推介慈善项目，宣传慈善文
化，普及慈善知识，推广使用慈善标志、慈善吉祥物，以及
开展慈善家庭、慈善榜征集评选活动。

广州每年 9月定为“羊城慈善月”

忙趁东风放纸鸢

■ 郑学富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
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清代诗人高鼎
的《村居》描写了一群儿童在春日放风筝的欢
快心情。 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的《春瑦纸鸢
图》描绘了初春时节放风筝的情景。

风筝，古时称“鸢”，当时为木质所造，据说
发明者为墨子。唐宋时期，初春的清明时节，人

们走出家门，走向户外踏青，放风筝这一活动
十分盛行。 当时有人在风筝上装有弦和笛，放
飞时风吹发出响声，还有人在风筝上安装灯笼
或小彩灯，夜晚风筝升空时，就像是闪烁的星
星，被称为“神灯”。 唐代诗人高骈的《风筝》：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 ”明清时
期，风筝在大小、样式、扎制技术、装饰和放飞
技艺上都有了巨大进步。 当时的文人喜欢绘、
制风筝，除自己放飞外，还赠送亲友，成为一项

极为风雅的活动。 《帝京岁时纪胜》载：“清明扫
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
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 ”
在古人看来， 放风筝不仅是一种游艺活动，还
可以放走自己的晦气。所以很多人在放风筝的
时候，会将不少病症名称都写在纸鸢上，等风
筝飞高时，就剪断风筝线，纸鸢随风飘走，也就
代表着所有的疾病、晦气远离自己而去，故又
叫“放断鹞”。

《春瑦纸鸢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是齐
白石《石门二十四景》之一。 画家以写意的手
法，描绘了峭壁山石一片葱绿，旁边一树冠枝
繁叶茂，绿树翠风，生机勃勃。 在山石之上，一
红衣少年手中的风筝已飘向高空，另一褐衣老
者似在指导少儿放风筝。上有题识：“仰观万丈
落儒冠，一线欲飞云际寒。不见木鸢天上去，诸
君尘世未曾看。 ”

1910 年， 湘潭名士胡廉石把自己住在石
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言拟定了 24 个题目，再
委托齐白石按题作画。 齐白石精心构思，换了
几次稿，花了 3 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石门二
十四景》这组作品。这二十四景，选取的都是生
活中的寻常景致，白石老人通过妙笔，将这些
生活中最平常的风景、最简单的事物变得妙趣
横生，充满了勃勃生机，令人赏心悦目。

“生命漫长也短暂……没有神的光环，
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 ”日前，在
合肥市大蜀山下举行的一场缅怀诵读会
上，安徽医科大学大学生良医合唱团的 40名
医学生们身着素装 ， 以合唱的形式奉上了
《只要平凡》这首歌。 清澈温暖的歌声流淌在
明媚的春光里，也激荡在现场每一位听众的
心底。其实，这些听众很多都不“平凡”，是遗
体捐赠志愿者或者志愿者家属。 “他们都是
了不起的平凡人， 我们想用歌声表达敬意；
也想通过参加这个活动 ， 坚定自己无私奉
献、挽救生命的决心。 ”合唱团团长曹岳告诉
记者。

医学生应当以人类生命健康为己任，尊
重生命、珍爱生命是医学生的基本素养。作为
我省规模最大、办学历史最久的医学类高校，
近年来，安徽医科大学丰富生命教育的内涵，
让生命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浸润每一个医学生
的心灵。

社团活动传递“医者仁心”

曹岳是安医大 2019 级药学专业本科生，
去年加入良医合唱团后， 每周都会跟小伙伴
们进行 1 至 2 次排练。 “为了准备这次表演，
大家平时只要有空就会反复练习曲目， 直到
上台前的早上， 指导老师还给我们进行了开
声练习。考虑到服装效果，我们最后挑选了黑
白色调搭配的服装， 与大蜀山遗体捐赠活动
的主题色彩保持了一致……” 说到筹备的细
节，曹岳历历在目。

该校的大学生良医合唱团成立于 2015
年， 前身是只有 34 人的大学生艺术团合唱
队，发展至今已有 80 人左右规模。 “合唱团排
练时，无论是老师还小伙伴们都非常认真，我
想是因为大家都牢记合唱团的名字、 怀揣着
一颗誓为‘良医’的心吧！ ”曹岳说。

学校的五四大合唱、开学典礼、毕业典礼、
国庆汇演、微视频拍摄等各类大型活动都有良
医合唱团的精彩表演。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歌
曲，不同的磨练将他们打造成了一支非常有战
斗力的队伍。在首届海峡两岸医学人文合唱节
上，这支队伍还以《杏林之爱》等曲目，唱出了
“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和对生命的崇高礼赞，
表达了新时代医学生医路携手、共促健康中国
建设的执着追求，荣获银奖。

去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安医大
以“疫情教我做良医”为主题，开展了全校师
生全覆盖的线上生命教育活动。 该校 “东南
风” 爱心社的学生们依托学习强国等平台开
展线上学习和战疫故事分享活动： 有的学生
分享了自己在家乡、在基层防控一线的故事；
有的学生讲述了自己的亲人在驰援湖北抗疫
一线申请入党的故事。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活动最后，在不
同的网络端口，学生们共同举起右手，再次诵
读《医学生誓言》，致敬“最美医者”，表达立志
成为良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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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生命科学馆追溯生命本质

去年底， 作为目前华东地区科技
含量最高、 展陈最美的人体科学教育
基地———安医大人体科学馆正式开
馆， 成为这所学校医学生接受生命教
育的最佳场所之一。

这座全新的科学殿堂面积约
1100 平方米 ，分上下两层 ，包含生命
之源 、生命之本 、生命之容 、生命之
奋 、生命之托 、生命之索 、生命之光 、
生命之悟、生命之后和未来展望等 13
个展区。 馆内现有人体标本千余件，
均由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及临床
医学的教师制作完成。 “这些标本的
展示 ，让人们看到 ，在当前高端科技
的‘阳春白雪’领域之外，还有一批心
灵手巧、精雕细刻的‘工匠’和‘工艺’
作品。 ”安医大校长曹云霞介绍说，医
学生们既可以在这里学习交流，认识
生命本质 、领悟医学奧秘 ，也能启发
学生们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
能力，为医学教育的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这里不仅是一座人体教学实验 、
科普教育之馆， 还结合了 “智慧科学
馆” 的建设理念， 将展馆的智慧化管
理、标本的专业化展陈、医学知识的科
技展示融为一体， 以超媒体智能互动
为展馆提供高科技、 智能化的交互体

验， 充分展示了生命科学的内涵和外
延。 展厅还设有 VR 体验区，将人体解
剖与 VR 结合，戴上 VR，参观者会“进
入”一个真实的解剖环境中，这项技术
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促
进师生们的交流更加便捷。

据介绍， 这座人体生命科学馆是
学校在人体科学馆的基础上建成的，
解决了人体解剖学教学中存在的诸
多难题 ，对揭示人体奥秘 、普及科学
知识、了解健康知识和疾病防治等有
较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 既有教学功
能 ，又能向社会开放 ，发挥科普宣传
的作用。

不少参观者在了解了生命的本
质、感受了生命的神奇之后，消除了恐
惧心理，激发了对医学知识的热情，拓
展了科学视野。 近年来，在安医大遗体
器官捐献接受站登记志愿捐献遗体或
器官用于医学教育和救死扶伤事业的
捐赠者明显增加。 “遗体器官捐献者是
一个了不起的群体， 他们用一种特殊
的方式‘重生’，也用大爱为我国医学
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接收站负责人
付杰介绍说， 目前我省共有 4 处遗体
器官捐献接收站，捐献数量总共已达 1
万多例。

特殊时刻牢记“生命之重”

对于普通人来说， 正视生命的过
程，能让人更加珍惜生命、活在当下，
能在有生的岁月里努力拼搏、绽放，百
折不挠地去实现生命的价值； 对于医
学生来说， 生命教育的意义则更多了
一层呵护生命的含义。

开学、冬至、春分、清明等特殊时
段，都是安徽医科大学开展生命教育
主题活动的好时机 ， 学校以此为契
机， 着重培养未来的医生们重人文、
尚医德。

每学年第一节解剖课开始前 ，任
课教师都会带领所有学生身着整齐的
白大褂， 向遗体默哀三分钟， 并三鞠
躬。 这是一场言传身教的 “医学伦理
课”。 安医大实验教学中心基础医学实
验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媛媛告诉记
者：“在学习人体解剖之前， 老师们都
会为同学们讲解遗体捐献方面的知
识，告诉学生每一具标本都来之不易，
让同学们养成尊重这些‘大体老师’的
习惯。 这是安医大的传统， 早在 1994
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这种表达尊敬

的方式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同时，张
主任还介绍，平时在解剖课上，要求学
生们不能拍照，不可嬉笑打闹，对遗体
的每一个部位都认真对待。 在这种庄
严的氛围中， 这群医学生们逐渐培养
出对生命的敬畏和感恩。

每年冬至、春分或清明，安医大都
会派学生前往合肥市大蜀山文化陵
园，缅怀我省的遗体捐献者们。 在纪念
碑林前，祭奠的学生们集体默哀鞠躬、
敬献鲜花、表达哀思，缅怀“无语良师”
们为人类医学进步和生命健康事业做
出的贡献和无私的大爱情怀。

“生命是宝贵的。 他们面对生命的
感召， 为另一个生命提供更多的选择
和可能，他们是非常伟大的。 所以，我
们每次来到这里，都心怀崇高的敬意。
我们从他们的事迹中， 感受到了守
护生命这份沉甸甸而又骄傲的责
任， 这将鼓舞我们为之奋斗终
生。 ”医学生曹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