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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网店开辟“女神节专区”国博推出“杏林春燕”主题首饰

博物馆文创越来越接地气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了，
国内众多博物馆的网上文创销售平台纷
纷加入迎
“三八节”的行列。记者注意到，
故宫、国博、颐和园、苏州博物馆、上海博
物馆等多家博物馆的网上商店都推出了
相关的促销专题。
曾因出品“故宫口红”而名声大震的
故宫文创馆的线上销售平台为迎“三八
节”做足了功课。在平台的“女神节专
区”，文创产品被分为“文艺女神”、
“精致
女神”
、
“魅力女神”等分区，其中的每件根
据故宫文物元素设计的商品都诠释着不
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一件
“我佛慈悲”马
克杯打出了“女神不等于强势，她还有颗
慈悲心”的主题宣传语，而这件文创产品

设计灵感来源于故宫博物院藏张惠观造
石释迦多宝像，其材质则是德化高白瓷。
专家介绍，
“
‘慈悲’
与
‘瓷杯’
谐音，
杯面以
石窟的造型放置一个可爱佛像，
杯把状如
大耳，则代表长寿之意，
可谓创意巧妙，
寓
意美好。”而这款马克杯也正是曾在故宫
午门雁翅楼展厅举办的
“印度与中国雕塑
艺术大展”中的随展文创产品之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旗舰店也推出了
“女
神节”的促销活动。
“云影韶华，灼若芙蕖
出渌波。花间年月，
皎若太阳升朝霞。”进
入国博的天猫旗舰店，脱胎自曹植《洛神
赋》的宣传语，配合着古风仕女图元素的
主题背景，让整个宣传页面充满了温婉柔
和的气氛。其中最符合“三八节”主题的

高招体检本月 20 日结束 专家提醒

别心存侥幸报考
“限报专业”
本报讯（记者牛伟坤）高招体检已于
本月 1 日启动，并将持续至 20 日结束。
体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参考体检
结果填报高考志愿？来自北京市体检中
心的专家日前做客北京城市广播《教育
面对面》，
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北京市体检中心副主任钱文红介
绍，考生或家长拿到体检表后，首先要
核实相关检查信息是否与考生相符，
如
有异议要按规定及时提出复检申请；
考
生要重点关注体检表下方的
“报考专业
建议”栏目中相关项目的勾选情况，体
检中心同时会在体检表背面给出相关
指导意见。

提醒

设计 / 吴薇

北京市体检中心专项业务科科长
窦紫岩介绍，如果不重视体检结果，或
者心存侥幸没有根据身体条件避开限
报专业；那么，考生在录取的时候很有
可能被退档。
“结合往年情况，
身体条件
原因退档主要集中在视力不达标、色觉
问题和身高问题；涉及的专业主要是医
学类专业、体育类专业，还有航海技术
和轮机工程等对裸眼视力有较高要求
的专业等。”他提醒考生，
必须根据体检
结果和报考专业建议，客观、正确地填
报志愿，避开体检结果中的限报专业，
并且要认真查阅拟报考院校的《招生简
章》中关于身体条件的补充规定。

体检前莫滥用补品

专家提醒，体检前几天考生应注意
合理饮食，不要饮酒，预防感冒，
不滥用
药物和补品。同时，因肝功能检查需要
空腹采血，所以上午体检的考生早晨需
要禁食；下午体检的考生早餐可进食少
量清淡的饮食，当天九点以后要禁食。
另外，体检时需查裸眼视力，戴隐形眼
镜的考生应提前改戴框式眼镜，
装有义
眼的考生应向医生说明。检测听力时，
如戴有助听器应向体检医生如实说
明。金属物品会干扰胸部 X 线检查的
影像，所以体检中考生不要佩戴金属饰

品；女生尽量穿着纯棉内衣，不要戴有
金属托的文胸。
既往或目前正患疾病以及手术史
要如实告知体检医师，
“ 之前出现过因
不填病史，在入学复查时身体条件无法
满足专业要求而退生的情况。”窦紫岩
介绍，考生病史的填报主要是要填一些
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相关重要疾病的病史。
“好了也是需
要填写的，因为医生要体检时还要了解
考生的现状，比如是不是完全好了、有
没有复发等。”

中职学校不得在异地设分校
本报讯（记者李祺瑶）为规范中等
职业学校招生和办学行为，教育部日前
发布通知，决定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学历
教育招生资质定期公布制度。
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
筹组织区域内中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
招生资质核查工作，重点考察学校在招
生、联合培养、学籍管理、学生资助、实
习等方面是否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办学
经费、基础建设、教师队伍、实训实习等
主要办学条件是否达到基本要求等。
通知提出，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
于每年 5 月底前面向社会公布行政区域
内经核查合格、当年具备学历教育招生
资质（包括联合招生资质）的中等职业学
校名录。对于经核查不具备招生资质以
及未经备案开展跨省招生及联合招生的
学校，不得招收或联合招收中职学历教
育学生。对办学条件达不到标准要求或

招生、
实习、
资助等方面存在违规行为的
学校，责令限期整改。各学校当年招生
专业和办学地址，必须经主管教育行政
部门备案。中职学校原则上不得在异地
设立分校、
办学点，
未经所在地教育行政
部门审批设立的，
不得招生。
通知明确，对办学行为规范、内涵
特色鲜明，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结合紧密的学校，
在安排分配现
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等各类专项
资金和项目时予以重点倾斜；
对连续三
年以上未招收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的
中等职业学校，应责令整改。在确保职
业教育资源不流失的前提下，
鼓励具备
相应师资、教学设施的学校，按照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要求，
发挥在实
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和职业技能培训中的作用，大力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

要数国博文创的经典系列“杏林春燕”主
题的首饰。这个系列的文创产品灵感来
自 国 博 馆 藏“ 清 雍 正 粉 彩 杏 林 春 燕 纹
瓶”，已累计销售了超过 4000 件。
“ 杏花
在每年科考之时——三月开放，被称为
‘及第花’，燕子又是‘吉祥鸟’。这款首
饰选取文物中杏花、春燕的吉祥图案，古
典国风，
美感十足。”
近年来，博物馆文创备受关注，越来
越多的博物馆争相以文创产品自我表达，
希望让大众更了解博物馆文化，
“把博物
馆带回家”。故宫口红、故宫睡衣、故宫彩
妆……2018 年又是博物馆文创的“领头
人”——故宫博物院“爆款”频出的一年。
而根据不久前发布的《2018 年度中国国

家博物馆数据报告》，国家博物馆也在文
创的开发方面不甘落后，
“2018 年，富含
国博文物、品牌元素的产品形成的市场总
销售规模为 7.92 亿元。”而在网络时代，
消费者审美提高，
他们对博物馆文创有更
高的期待，
希望既时尚又有独特的文化内
涵。针对观众对文化服务领域要求的日
益提高，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此前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文化服务领域的探索
和创新需要遵循
“以人为本”的理念原则，
需要具备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精
神，
“要建立在对自身文化内涵的发掘上，
在对时代精神、流行文化的把握和共情基
础上。”
本报记者 孙乐琪

前往疫情国要提前接种麻疹疫苗
本报讯（记者贾晓宏）近期，
媒体报道
美国、菲律宾等国家出现麻疹暴发疫情，
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地部分家长拒
绝为孩子接种麻疹疫苗，
导致免疫空白人
群积累所致。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
本市
麻疹流行高峰通常出现在每年的 3 月至 5
月，
目前发病较为平稳。
疾控部门提醒，为减少传播风险，建
议前往医院就诊患者，特别是儿童患者，
进入诊疗场所应佩戴口罩。家长如果发

现自己或孩子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并
且在耳后、颈部、躯干四肢等部位出现红
色皮疹时，要尽快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并佩戴口罩。近期有前往美国等麻疹流
行区的市民要注意个人防护，未患过麻
疹、且未接种过麻疹疫苗的居民存在被感
染的风险，
可在旅行出发前一个月接种麻
疹疫苗。此外，
医务人员要掌握麻疹诊断
和防治知识，
提高消毒隔离和防范医院感
染的意识。

京城名医
人物简介：
马惠芳，
教授，
东城中
医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生
导师。擅长运用针灸、经
筋按压疗法，从经络辨证
入手，通过针药结合治疗
失眠、中风、面瘫、三叉神
经痛、头晕头痛等神经系
统疾病，
黄斑变性裂孔、
早
期糖尿病眼病、视网膜变
性、视神经萎缩 、视神经
炎、早期白内障等中老年
眼病。出诊时间为每周二
下午、
周五上午。

近四成成年人长期受失眠困扰

睡眠不好不妨看看中医
每年的 3 月 21 日是世界睡眠日。睡
眠是人体最重要的修复方式，
但很多人长
期睡不着或者睡不香。中国睡眠研究会
公布的睡眠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成年人失
眠发生率为 38.2%，高于发达国家的失眠
发生率。
长期失眠对健康的危害很大。马惠
芳说，中医对失眠早有认识。失眠即“不
寐”，指的是经常不能获得足够的睡眠，
或
入睡困难，
或睡眠时间不足，
或睡眠不深，
严重时则以彻夜不眠为 特征的一种病
症。现代医学认为，
失眠属于神经衰弱或
神经官能症范畴。偶尔失眠对人体健康
影响不大，
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第二天
的生活，
比如感到困倦、心情烦躁、动作不
协调等；长期失眠则会引发注意力不集
中、记忆障碍，
还会造成人的体质下降、免
疫力降低。因此长期失眠需要进行治疗，
以免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有人认为每天睡眠时间长是身体机
能好的表现。马惠芳说，
健康成年人通常
每天保证 7 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就足够了，

当然有些人可能每天睡够 6 个小时就精
力充沛，有些人就要睡到 8 小时才能感到
轻松愉悦。因此，睡得好不好，不能只看
入睡是否困难，不能只看睡眠时间，还要
综合考虑睡眠质量以及睡眠是否有规律。
长期失眠，
患者非常痛苦。目前西医
对于失眠的治疗方法比较单一，
主要是服
用助眠药物。中医则会根据失眠者发病
的病因病机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马惠
芳介绍，失眠简单来说可以分为虚实两
种，
“虚者补之，实者泄之”。失眠者中虚
者更为常见，大约占 80%；有实火的大约
在 20%左右。如果从致病因素分析，大
部分失眠与情志失调、饮食不节、劳逸失
度、病后体虚等有关，长期心神不宁或阳
盛阴衰、阴阳失交，病位与心、肾、肝、脾、
胆密切相关。马惠芳在多年的临床中，
总
结出特定的穴位，
选取内关、神门、大陵等
穴位，
同时配合中药汤剂治疗，
整体调理、
辨证施治，不仅解决失眠问题，同时也可
全面改善身体状况。
本报记者 贾晓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