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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

近日，《哪吒之魔童降世》“燃”

爆暑期档，“另类”哪吒收获共鸣，打

破成见的“不认命”催人奋进。影片

虽取材于神话，却贴近大众现实生

活，哪吒身上“孤独的熊孩子”身影，

更是引发了教育反思。专家点评，

期待更多好作品进入孩子的“屏幕”

世界，让新生代爱上老英雄。

“另类”哪吒霸屏暑期档

7月 26日，国漫《哪吒之魔童降

世》首映，成功引爆暑期档。上映当

日票房超 2亿元，上映 10日票房破

20亿元。

新版哪吒以“魔童”形象出世，

齐刘海、黑眼圈、鳄鱼牙，暴躁易怒、

顽劣不堪，时不时编首打油诗吐槽

众人。然而，这样一个“另类”形象

却吸粉无数。

8月 3日和 4日恰逢周末，记者

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影院看到，前

来观看《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观众普

遍以亲子家庭为主。“80后”父亲朱

先生说，“哪吒”是自己小时候特别

喜欢的英雄，希望儿子也能喜欢，之

前看到网上好评如潮，所以心里期

待值很高。

“现在的孩子，总觉得大人不理

解自己，但在新版哪吒身上找到了

共鸣。我们家娃看完电影后，像追

星一样崇拜这个英雄。”杭州 7岁女

孩妈妈胡女士说。“看完电影后，儿

子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

像哪吒的父亲那样，我也一定不会

让你失望。”杭州 12 岁男孩父亲严

先生说。

《哪吒》里的教育经

不少老师家长表示，电影深刻

地展示了教育之道，尤其是针对“熊

孩子”的教育经。

“看完电影，朋友圈里很多家长

都在反思，应该如何做父母。不得

不承认，电影中哪吒的父母和师父

太乙真人，是一个配合得当的教育

团队，尽管他们也不是做得十全十

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信任会给孩

子带来巨大的力量，不要强求孩子

成为‘我希望你成为的样子’。”上海

家长王尧说。

“原本以为是给小孩子看的动

画片，谁知自己还收获了来自李靖

夫妇的‘育儿干货’。”8月 3日走出

北京芳草地卢米埃影城的“80后”妈

妈于爽说，不同于老版中哪吒父母

的性格设定，此版李靖夫妇的形象

塑造更贴合当下的教育实际。

上海市徐汇区科技幼儿园园长

汪瑾说，电影为何能让那么多家长

有感触，是因为它体现了教育的两

个重要性：一是父母陪伴对孩子成

长的重要性，不因为孩子的“与众不

同”而嫌弃或放弃；二是一个好的师

父（老师）的重要性，要接纳孩子的

天性，然后因势利导。

与此同时，影片反复强调了教

育的规则和边界意识。“负责守护结

界的士兵，父母吩咐命令哪吒‘不要

出门’，太乙真人的金刚圈，都是规

则和边界。”汪瑾说，要教育好一个

“熊孩子”，必须给他设定不可逾越

的边界，让孩子认识到规则的重要

性，并久而久之转化为他内心认同

和坚守的规则。

让新生代爱上老英雄

“新版的哪吒设定很亮眼，我命

由我不由天，这比单纯的正义战胜

邪恶更有冲击力”“这是一个贴近当

代青年性格特质的‘高燃哪吒’，以

自身奋斗改写命运的精神，俘获了

年轻观众的心”“有生命力的内容产

品，就是要有让年轻人主动参与、把

自己的价值和话语代入进来的可能

性，‘自动归位’是比‘邀你入席’更

高明的价值引领”……

纵观各方评论，《哪吒之魔童降

世》在致敬经典基础上的创新重构，

让新生代爱上了老英雄，可谓功不

可没。而要吸引青少年，关键是有

一批懂青少年的导演。据悉，上述

影片导演饺子是一名“80后”，而影

片的制作团队也以“80 后”“90 后”

的年轻人为主。

导演饺子说，在四川闭门创作

动画短片的那几年，父母的包容、理

解、默默支持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之一，他将这些年对亲情的真切体

会融进了影片。

据悉，影片在制作尾声阶段，曾

邀请公司的法务、财务、行政人员去

看片，一位自己有孩子的工作人员

居然看哭了，她说，殷夫人对哪吒的

陪伴、李靖对哪吒的收敛的爱，还有

哪吒父母对孩子闯祸后那种矛盾的

心理刻画得太逼真了，简直就是自

己和孩子的写照。

影片出品方之一、北京彩条屋

影业总裁易巧说：“所以我们在新版

哪吒故事中融入现实语境的亲情、友

情，涉及家庭关系和社会身份认同，

触及了当下中国人的情感软肋。”

“如果中国动漫不被当下的年

轻人、成年人喜欢，就不会有出路，

不会成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

易巧说，“为此我们通过聊天、看新

闻等形式了解当下年轻人的喜好、

困惑，并借助主创团队的想象力，

将 这 些 当 下 的 困 惑 表 达 在 影 片

里。”⑥5
（据新华社）

“另类”哪吒引教育反思：

善 待“ 孤 独 的 熊 孩 子 ”

特约记者 王玉贵 通讯员 张 宇

“我今天卖西瓜收入了八百元

多元。”8月 5日，西峡县阳城镇茧场

村贾志豪满脸兴奋地说。

今年 31岁的贾志豪，十多年前

读完中专便南下“淘金”，这中间他

遇到了爱情，相继生育两个女儿，一

家人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2016 年 7 月的

一天，贾志豪高空作业，不慎从四楼

摔下，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因腰

椎严重损伤导致高位截瘫。恰在那

时，母亲也因中风住进了医院。

他家的遭遇引起了驻茧场村第

一书记、工作队长郑鑫的关注，2016
年底，他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和母亲的医疗救治有了保障。

“在我最难的时候，妻子抛弃了

我，我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决心要活

出个人样让她看看。”贾志豪说。并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自我锻炼。

他把卧室搬进院子里的农具

房，把两条腿吊在横梁上，通过双手

拉动吊绳，迫使双腿伸曲，每天，这

样的动作重复数千次，常常是汗流

浃背。一个月之后，下肢竟有了知

觉，四个月过去了，在不借助手臂拉

力的情况下，原本僵硬的双腿也能

够伸曲。

贾志豪把自己锻炼和坐在轮椅

上打扫庭院的过程，通过手机直播

出去，竟引来了众多点赞和众多残

疾朋友的关注，他也通过网络了解

到比自己更为严重的脊椎病患者自

立自强的事迹。随后，他就拥有了

一个“残友群”，生活不再孤单。去

年 6月，南阳市残友群发起“走出家

门·南阳行”活动，十几个脊椎损伤

病人坐着电动轮椅开始了宛西五县

旅行，贾志豪在恐龙遗迹园景区和

残友们见了面，他发现自己病情恢

复得最好，内心涌动着说不出的激

动。之后，他倚着双拐迫使自己夜

以继日行走在村间小路上。去年 10
月的一天，他意外发现，自己丢下双

拐后，颤颤巍巍竟能走十来步。

能独立行走的贾志豪开始探索

创业之路，残友们建议他喂养柴

鸡。“壮劳力都不一定能养好鸡，你

一个残疾人能行？”熟悉他的人对他

的想法说啥的都有。“我只要能走，

肯定能行！”于是，他走访了几家养

鸡场，下定了决心。年底，在郑鑫的

帮助下，他申请了扶贫小额贷款 2
万元，开始了鸡场的筹备工作。

“鸡场选在屋后半坡上的杨树

林，管材是我爸一根一根背上去的，

然后我摸索着焊接，三个月时间才

建好。”贾志豪说。

今年春节后，贾志豪买回了 980
只鸡苗，按照“师傅”开出的饲养清

单，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到鸡场忙

活，并把一个个生动的视频向外直

播。在郑鑫的帮扶下，靠着父亲一

个劳动力，贾志豪又种了一万多袋

袋料香菇，租地种了 5亩猕猴桃，并

在猕猴桃地里套种了西瓜和花生，

实现了“立体种植”。

目前，贾志豪的柴鸡已到出栏

期，郑鑫早已联系好了买家，订单收

购，预计能净挣 6000元左右。⑥4

身残志坚不言弃 自力更生谋脱贫

⬇ 信息快报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为确保

漂流场所的安全运营，近日，市体育

局对全市范围内漂流企业进行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

7月 29日至 8月 2日，市体育局

体育产业科、市体育市场管理办公

室以及有关县区体育管理中心负责

人一行，先后对西峡中原第一漂、内

乡宝天曼峡谷漂流、南召宝天曼天

河冲浪及南召白河第一漂等漂流企

业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对企业

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并提出

了具体整改措施。检查中，工作组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通

过听取汇报、现场察看的方式，对各

漂流场所安全救护设施、救生员设

置、安全管理制度等进行检查，对存

在问题的企业进行逐项指导，要求

迅速对照整改，并强调相关县区体

育管理部门要履行好属地管理职

责，加强日常监管，切实消除安全隐

患。⑥6

检查漂流企业 确保运营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李肇峰）日前 ,
邓州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开展

了“铭记忧乐·不负韶华”主题团日

活动，该市 80名优秀返乡大学生参

加了活动。

团日活动从参观花洲书院廉政

教育文化基地开始，讲解员富有激

情地介绍“范仲淹与花洲书院的

渊源”，大学生们听得饶有趣味、

聚精会神。从花洲书院出来，观

摩团先后到邓州市圣艳化纤纺织

产业园、河南信众汽车制动科技

有限公司、市规划展示馆、邓州编

外雷锋团展览馆参观。在邓州编

外雷锋团展览馆，雷锋的生平事

迹以及该市 560 名雷锋战友退伍

返乡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宗旨的先进事迹再一次感染鼓舞

了大家，大家纷纷表示要争做雷

锋精神的传承人。

观摩结束后，该市邀请中国范

仲淹研究会的专家杨德堂先生与大

家一起交流。杨先生从“范仲淹与

《岳阳楼记》的故事”出发 ,解读了他

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精神的认知 ,他讲述的范公故事

展现了范仲淹的家国情怀。同时 ,
他鼓励大学生要学习范公的“忧乐

精神”,志存高远、奋发读书、坦荡做

人。⑥5

优秀学子返乡 参加团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段 平 通讯员

胡丰旺）近日，新野县人民医院团

总支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到该县

王庄镇中心敬老院（三分院），为

老人们提供健康指导、身体检查

等力所能及的帮助，让老人安全

度夏。

当天上午，志愿者们为老人诊

疗、讲解病情、做心电图检查、测量

血压，还不厌其烦地解答老人们的

疑问，积极宣传预防疾病常识。志

愿服务的开展，让老人们感受到了

社会的温暖和关怀，受到了老人们

的一致好评。⑥2

开展志愿服务 关爱老人健康

本报讯 （记者李 培）日前，电

影《炼真之湖阳公主》剧组剧创人

员、部分演职人员及投资商、出品

方、全国各地方城籍企业界代表、商

会代表齐聚方城县广电中心演播

厅，共同见证电影《炼真之湖阳公

主》开机。

湖阳公主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

帝刘秀的大姐，影片通过湖阳公主

与宋弘的凄美爱情故事及湖阳公主

与朝野各种人物的矛盾冲突展开那

段历史：湖阳公主对爱情的执着、刁

蛮、痴迷、悔悟；宋弘的为官清廉，为

人的刚正，特别是“糠糟之妻不下

堂”的爱情坚守；董宣的刚直不阿，

不畏强权的为官之道；刘秀的柔道

治国，务悦民心等，都仍然在我们这

个时代里发出人性的光辉。历史的

启迪，道德的回归，人性的考验，命

运的传奇，都将成为《炼真之湖阳公

主》吸引观众的触点。

该影片由河南籍青年导演杜彩

苹担任总导演，我市著名作家周振

伟担任编剧，国内知名影视演员寇

振海、杜旭东、刘大刚等出演，预计

2020年在电影院线上映。⑥4

电影《炼真之湖阳公主》开拍

哈尔滨素有“冰城夏都”

的美誉，是清凉与浪漫的“和

合之地”。在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游

客们穿着棉服游玩 ⑥2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力，力促

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救治救助工

作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儿童健康

权益。

根据五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

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医疗救治及

保障管理工作的通知》，我国将把发

病率相对较高、诊疗效果明确、经济

负担重的 10 个病种作为首批救治

管理病种，迅速建立健全定点医院

及诊疗协作网络，实施以省级、市级

为单位的集中救治管理。同时，在

已建立运行的中国儿童白血病诊疗

登记管理系统基础上，完善增加儿

童血液病、恶性肿瘤病例信息登记

项目，加强个案跟踪管理，实施家庭

医生签约管理。

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病种多、

治疗难度大，造成治疗周期长、医疗

费用高、报销比例低、家庭负担重。

根据通知要求，我国将进一步完善

药品供应和医疗保障政策，提高保

障水平、简化报销手续，切实减轻患

儿家庭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还要求对

符合条件的抗癌药品、儿童用药品

实施优先审评审批，探索利用血站

富余血浆生产血液制品，用于血液

病、恶性肿瘤患儿救治。⑥5

五部门发文

落实两病救助 维护儿童权益

为了更及时服务脑卒中患者，

今年，南石医院在我市率先引进一

辆价值 1000 余万元的移动卒中救

护车，车上配置有 CT 等检查设备、

5G网络，脑卒中患者可以直接在车

上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相当于把医

院搬到了家门口，医疗界称之为“急

救战斗机”。这种移动卒中救护车

近日荣获“2019 世界移动大会”移

动 医 疗 最 高 奖 ，即 移 动 健 康 先

锋奖。

“普通救护车接到患者，只能在

车上做普通检查，这台移动卒中救

护车上有 CT，把检查结果直接通过

网络传输到医院专家团，评估出是

否可以溶栓，如果各项指标符合溶

栓，患者可以直接在车上开始接受

溶栓治疗。”据南石医院脑血管病诊

疗中心学科带头人、常务副院长石

军锋介绍，对脑卒中患者来说，早一

分钟溶栓治疗，就可能挽救 190 万

个濒死脑细胞。

脑血管病是我国居民疾病第一

死亡原因，“脑卒中”是最常见的脑

血管病。据介绍，脑卒中救治具有

极强的时间依赖性。资料显示，一

旦人脑的大血管急性完全闭塞每

延 长 1min，就 有 190 万 个 神 经 元

和 140 亿神经突触丢失或功能损

害。因为传统的救护车不具备脑

卒中专业救治设备，我国有 80%的

脑卒中患者不能在发病 3 小时内

抵达医院，98%的患者不能在黄金

时间（时间窗 3.0 小时～4.5 小时）

接受溶栓治疗，结果，留下了可怕的

后遗症。

据南石医院院长赵俊祥介绍：

“此次医院引进移动卒中救护车，是

将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引入南阳，

最大程度提速卒中患者救治时间，

减少大脑损害，保护病人生命。”

南石医院脑病重症病区彭兆龙

主任说，此辆移动卒中救护车装配

小型移动 CT、相关检验设备、监测

设备及 5G信息化支持系统，是集检

查、CT 诊断、溶栓治疗、监测为一

体，被医疗界称之为卒中救治的“新

利器”、“急救战斗机”。

南石医院脑血管病诊疗中心是

河南省重点学科，其诊疗能力有目

共睹。之前，遇到急性卒中患者，使

用普通的救护车，医护人员可以在

救护车上对疑似卒中患者完成血

压、血糖测量、血液标本采集、建立

静脉输液通道等基础处置，到医院

之后，才能做 CT 检查，判断是否适

合溶栓治疗。有了移动卒中救护车

后，院前就能完成全部检查检验，并

通过 5G 网络无缝对接医院卒中专

家团队，获得技术支持和指导，确诊

后即可直接在车上对症治疗，大大

缩短了救治时间。

另据了解，该车已经开始启用，

南阳市区内全部免费使用，各县按

照 普 通 救 护 车 标 准 收 费 ，拨 打

63555555，即可使用该车。

南石医院“急救战斗机”获移动健康先锋奖
致电 63555555，市区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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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越来越多的儿童选择游泳嬉

水进行消暑，而每年我国各地儿童、

学生溺水事件时有发生。如何预防

儿童溺水，平安度过暑假？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

表示，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

主要为家中，包括室内的脸盆、水

缸、水桶及浴盆等。 5-9 岁儿童的

溺水高发地点可能会涉及户外，比

如说水渠、池塘和水库等。10岁以

上儿童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池塘、

湖泊和江河等。

王荃表示，儿童溺水是可以预

防的，缺少有效看护是造成儿童溺

水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预防儿童

溺水，首先是家长应成为防溺水的

合格家长。防溺水的合格家长包括

这样几个方面，比如说家长做到对

儿童有效的看护、采取措施将家中

和家周围的水体与儿童隔离开、教

授学龄儿童基本的游泳和水上安全

技能、带儿童去安全的场所游泳或

戏水、划船时为孩子佩戴安全装备、

从小培养儿童防溺水的知识和意

识。另外还应叮嘱孩子如果发现他

人溺水，绝不能擅自下水救人，应积

极呼救。

作为家长，应该怎样做好有效

地看护儿童呢？王荃表示，预防儿

童溺水的首要措施是时刻有效看

护，其核心三点是要做到专心、不间

断和近距离，尤其是当儿童在水中

或者水周围时，无论是在泳池中、澡

盆里，还是在开放性的浴场中，家长

都应专心看护儿童，不要分心做其

他事情。因为溺水发生的过程十分

迅速，并且随时可能发生。一旦发

生，就可能会致命。近距离强调的

就是家长要与孩子保持一臂之内的

距离，这样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家长

能做到“伸手可及”。此外，家长不

能将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卫生间和浴

室，或者泳池、开放的水源边。⑥5

家长有效看护 预防儿童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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