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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 余考生昨日赶美院校考

口腔长巨瘤，切除后面临
“
毁容”

时隔 2 年 湖美再考
“
板凳题”
记者朱佳琦 通讯员王斅囡

“没想到今年又画了一次板凳，培训班老师以为不会考，从来
没有练习过！”昨天上午，湖北美术学院 2017 年普通本科招生专业
考试开考，7500 余名考生顶着寒风早早来到学校，参加绘画设计类
的色彩（静 物 写 生）考试，今年的考题是：一张牛皮纸上，放着一个
被拆掉两个脚的玫红色小板凳、三个摞起来的一次性纸杯、一个塑
料袋装抽纸。几个静物都是日常生活中几乎天天都能看到的物品，
但却让猜题、押题的“速成生”大呼“上当”。记者了解得知，2014 年
湖美曾考过“板凳题”：一个蓝色塑料小板凳倒扣在一个红色塑料
小板凳上，因此很多艺术培训班老师认为不会再考“板凳”，学生几
乎没练过。
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刘茂平介绍，从专业角度来讲，画什么并
不重要，关键是怎么画，既考验考生的观察能力、色彩基础，还有理
解能力，很多“速成生”提笔就画，以为只是简单地将这些静物照搬
到纸上，而不考虑物体之间、物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画出来
就不好看。

凌晨进考场“出题”

去年，武汉各高校纷纷取消了美术校考，直接采用省美术统考
的成绩，唯独湖美还在校考。这也造成了去年湖美招生时出现了志
愿填报人数下滑的情况。“ 实际上填报我们学校的录取概率甚至略
高于联考院校的平行志愿”，刘茂平介绍，学校对“要不要放弃校
考”进行过反复多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即便省内所有高校都放
弃，美院仍要坚持，“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考试进行个性化选拔，并引
导中学美术教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培养艺术创新类的人才”。
相对于联考，组织校考对于学校来说难度更大，为了保证考试
的安全和公正，所有考试所用的静物都是在昨天凌晨 3 点半进考
场摆放的，且所有安保人员不得离开现场。

首次限报 2场考试

考生正在
进行色彩科
目考试。
记者 李
子云 通讯员
王敩 囡 摄

昨天是绘画设计类的首场考试，上午的色彩题主要考验学生
的理解、观察力，比如凳子斜着放，脚是微张且不规则形状，背景牛
皮纸又是土黄色，除了色彩关系的把握，还有物体的“性格”，即大
小、质感、明暗等的处理，“ 考生如果不是真正热爱美术、没有敏锐
的审美感受力，是很难画得好的。”刘茂平说。
来自襄阳 24 中的考生小杨说，她学美术已经三年了，“ 不算
难，但没练习过，老师以为考过一次板凳就不会再考了”。江西南昌
的宋同学说，他从高二开始学画画，“ 不知道画得好不好，反正我提
前交卷了”。
下午的速写考人物场景创作，今年该校将速写考试时间从半
小时延长到 45 分钟，并缩短素描时间为 2.5 小时，“ 往年的速写主
要考表现能力，今年还考理解和记忆能力”，刘茂平告诉记者，为了
避免考生疲劳应考，今年首次提出限报的要求，每人最多报考 2
场，此次报名参加考试的总人数为 2.3 万人次。

巧取小腿皮瓣整形

本报讯（记者王春岚 通讯员丁丽芳 张
玮）近日，武汉协和医院为一位病人切除了一
巨型上颌骨肿瘤，又利用小腿皮瓣帮患者恢
复面容。
河南管女士（化 名）今年 54 岁。2 个月前，
她总觉得吃饭时牙疼，在小诊所打了几天消
炎针，此后上腭部越来越肿胀，影响发音，这
才到医院检查。当地医生诊断，管女士上腭部
长了巨瘤，大约有小孩拳头那么大。辗转多院
后，管女士住进武汉协和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该科主任贾玉林教授与管女士及家属沟通
后，做了病灶探查切取活检术，确认为恶性肿
瘤。这意味着，必须尽快手术切除肿瘤，否则
肿瘤会加快长大，癌细胞也可能迅速转移扩
散，危及生命。
麻烦的是，肿瘤位于面部中间的上颌骨，
范围广泛，如要完全清除，就得将两侧的上颌
骨连带牙齿全部切掉。这意味着，管女士将面
临“毁容”：缺损上颌骨后，脸部中间塌陷，面
容变样；口腔“撑不起来”，呼吸、说话、吃东西
都受影响。
贾玉林组织专家团队多次讨论后，决定
利用数字化模型外科 3D 打印技术，术前精准
设计好修复缺损所需要的骨块和软组织大小
形态、术中钛板钛钉的置入位置、长度、角度
及数目等。通过术前演练，专家团队制定了精
准的手术方案。 1 月 3 日，医生们一次性切除
了管女士上腭部的巨瘤，并从小腿外侧切取
腓骨肌皮瓣，修补肿瘤切除后的大面积缺损，
重建口颌系统形态和功能。术后，管女士恢复
良好，昨日出院。
大酒店开小餐饮

本报讯（通讯员周紫薇）“ 我们每天在这
点一条鱼、一盘白灼西兰花、一份生煎包、一
碗糊米酒，总价还不到 60 元，特别实惠。”昨
日，汉口解放大道东辉花园的易婆婆和老伴，
来到汉口巷子吃午饭。
如此低廉的价格，可不是什么街边小店，
而是艳阳天推出的新品牌——
—汉口巷子。汉
口巷子就位于艳阳天的一楼，可谓“从大酒店
中开辟小餐饮”。在汉口巷子，一碗热干面仅
5 元，一份套餐也仅 12 元。所有档口均使用不
锈钢灶具，既避免藏污纳垢，又便于清理。艳
阳天餐饮营运总监苏艳说，汉口巷子实现库
存不过夜，即每天重新进购食材，所有的原材
料均可实现溯源，“ 自开业以来生意火爆，每
天的上座率保持在 90% ，日均 800 多人进餐。
今年，汉口巷子还将扩张，将开 2~3 家新店”。
硚 口区食药局相关负责人认为，大酒店
开小餐饮，有利于将大餐饮的食品安全理念
及意识，投射到小餐饮领域，提升了小餐饮的
食品安全水平。

小记者
送福到地铁

昨日在地铁 2
号线中山公园站，
《武汉晨报》 小记者
团的小记者们向搭
乘地铁的市 民派发
武汉晨报和苏宁易
购制作的新春福袋，
孩子们欢乐的样子
感染着现 场的每一
个人。
记者詹松 摄影报道

患者去世半年后，家属送来平安果

苹果摆“福”字 晒最美医患情
本报讯（记者黎清 通讯员马遥遥）“ 感谢您延续了我爷爷半年
的生命，最后让他走得如此安详，这些苹果是我们一家的感谢，祝愿
你们在新的一年平安幸福！”近日，已故患者汪爹爹的儿子和孙子在
春节前夕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分泌科，送给医生丁胜一
箱苹果祝愿医生护士们新的一年平安幸福。最后，他们一起将这苹
果摆成一个“福”字，一起分享新年的祝福，晒出最美医患情。

医患成为忘年交

收箱苹果成家人

2016 年 5 月份，丁胜因工作到意大利进修，临走前将汪爹爹的
详细情况告诉接手的医生，并告诉家属如果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
一个月后，汪爹爹再次陷入昏迷。家属着急，跟丁医生打了电话，意
大利那边已是凌晨 3 点，但丁胜仍然接了电话，并联系科室询问汪
爹爹情况，通过电话连线和同事们一起进行抢救，最后爹爹转危为
安。
7 月 21 日，汪爹爹因多器官衰竭不幸去世，还在意大利进修的
丁胜得知这个消息后心中非常难过。9 月份进修回来以后，汪爹爹
的家属又来到医院，送给丁胜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前天上午，汪爹爹的儿子和孙子再
次来到医院，送给丁胜和医护人员们一
箱苹果。“ 快过年了，给你们送平安果，祝
武汉合富高科产业园 愿你们新的一年幸福平安！”
汪爹爹的孙
子笑着说。丁胜和同事们说什么也不能
要，但推辞了半天也推不掉，他提议跟家
清盘低价租售
属们一起分享这份新年的祝福。于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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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苹果摆个“福”字，祝愿医患双方都
能幸福平安！”

年 2 月 14 日，89 岁的汪爹爹因严重低血糖住进了武汉
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分泌科，因为有多种基础性疾病，管床医生
丁胜格外关注，每天早晚要到病房问问爹爹情况，节假日也不例
外。渐渐，汪爹爹和丁胜成了忘年交。
“对我们一家人来说，丁医生就是一个暖心医生，每次过来除
了讲病情和治疗外，还会跟爷爷谈心，后来爷爷的情绪也高了，只
要看到丁医生来了就很高兴，爷爷每次都开玩笑说丁医生来了我
的病就好了一半。”汪爹爹的孙子回忆道。
2015

“没有想到，汪爹爹去世半年后竟然收到了家属的祝福，内心
十分感动，医生最大的幸福来自患者和家属的信任，这是比金子都
贵重的！”丁胜告诉记者，“ 那时汪爹爹时常鼓励我一定要多学习，
希望我在医疗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将来能治疗更多的病人。他的
鼓励是我现在不断努力前进的动力！”

一高校公开竞聘中层干部

本报讯（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刘明杨）“ 你
觉得如何才能做到测评的公平公正和科学
性？”“ 你觉得学校引进高级人才的优势在哪
里，又存在哪些困难？”“ 你认为你竞聘这个岗
位有哪些不足或劣势？”……昨天，武昌理工
学院公开竞聘选拔中层管理干部，15 名竞聘
者一一接受“考验”。
据了解，此次竞聘的岗位均为副处级及
以上职位，包括测评中心主任、教师发展中心
正副主任等，其中包括 3 个正处级岗位，而民
办高校大规模公开竞聘副处级及以上职位还
比较鲜见。该校人事处副处长喻俊介绍，学校
此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公开选拔中层管理干
部，旨在更好地培养中青年干部，建立内部人
才竞争机制，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记者发现，报名参加竞聘的教职工，有二
级学院的副院长、处室副处长，也有一般教
师、普通科员、素质导师等。据了解，竞聘岗位
几乎不设任何门槛，这一举措，引来不少基层
教职工应聘。
竞聘流程分为演讲答辩、评委评议等环
节，每人演讲时间 5 分钟，并即席回答评委会
提出的有关问题。据了解，竞聘演说和现场提
问打分进行完毕后，该校组成评委会，将对竞
聘者进行民主评议，最终由校长办公会确定
聘任对象并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由学
校校长办公会决定予以试用，试用期半年，试
用期满考察合格后予以正式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