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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春节假期过后，荧屏

上依旧一片“合家欢”。
据了解，除了郭麒麟、宋
轶主演的古装轻喜剧《赘
婿》、农村喜剧《乡村爱情
13》、古装仙侠剧《琉璃》、
古装甜宠剧《玲珑狼心》、
都市情感剧《甜蜜》均已
热播。校园青春成长治
愈剧《我曾记得那男孩》，
年代谍战剧《叛逆者》都
将于近期跟观众见面。

登陆江苏卫视，由成
毅、袁冰妍、张予曦等人
主演的《琉璃》，根据十四
郎小说《琉璃美人煞》改
编，讲述了天生“六识”残
缺的少女褚璇玑和离泽
宫弟子禹司凤在面临爱
情与前世阴谋的双重压
力下，携手共对百般腥风
血雨，缔造了一段极具仙
侠传奇色彩的故事。《乡
村爱情13》则开启了新的
故事：为搭乘“线上经济”
的快车，象牙山刮起强劲
的“网络风”。这一季中，
王大拿与杨晓燕的婚姻
亮起红灯，谢广坤、刘能、
赵四和王老七趁机再次
陷入“混战”……记者看
到，该剧开播后，“刘能换
人”、“刘英长大了”等关
键词成为网友们热议的
焦点。值得一提的是，由
海清、任重、施诗、赵秦主
演的都市情感剧《甜蜜》，

开播后反响不错。该剧
讲述了都市女性“田蜜”
由于丈夫自杀，从一个养
尊处优的富太太跌入生
活谷底，不得不扛起替丈
夫偿还债务的重担，然后
一路拼搏成长为一名金
融理财师，并收获美满爱
情的故事。而改编自
Priest 小说《天涯客》的
《山河令》，则讲述了温客
行和周子舒行走江湖的
故事。

除了正在热播的作
品外，校园青春成长治愈
剧《我曾记得那男孩》，年
代谍战剧《叛逆者》都将
于近期跟观众见面。由
朱一龙、童瑶、王志文、王
阳、朱珠领衔主演的《叛
逆者》，汇集了暗杀、卧
底、潜伏、离间、策反、刑
讯逼供、情报传递等谍战
题材的全部元素，引不少

“谍战迷”期待。

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从卫视独播到几大

卫视和网络平台联播，新
剧咋能脱颖而出就成了
关键。如今，荧屏除了拼
流量、拼IP外，“拼预告”
也成了抢占热门的一种
手段。

记者看到，各大平台
播放预告的频率越来越
高，一天更新六七个不在
话下，为了抢关注更是恨
不得剧透全集。像《赘
婿》《甜蜜》《我就是这般
女子》这些热播剧，观众
一般光看预告就能知道
接下来好几集的剧情走
向，等到放正片时基本都
是快进。对于拼预告博
眼球这件事，观众是乐在
其中，毕竟可以提前预支
好几天的剧情：“一天两
集看不过瘾，全靠预告续
命。”

对于平台来说，预告
是吸引观众的有效手
段。这些年，随着平台竞
争激烈，预告也发生了极
大改变，从一集一个预告
变成了一集多个预告，把
接下来最精彩的、最具矛
盾点的内容都剧透给观
众。

例如，正在热播的
《赘婿》，每天在网络平台

更新六七个预告，时间从
30秒到一分半不等，囊括
了第二天剧集的重点剧
情。大多数时候，几个预
告还能连起来，跟看缩短
版电视剧一样。平台为
了抢关注和收视忙得不
亦乐乎，观众们也是坐享
其成。还有正在热播的
《甜蜜》和《乡村爱情13》
《你好，安怡》，也都充分
利用了放预告这一宣传
手段。记者从各大网络
平台看到，这些热播剧的
预告不仅点击率高，弹幕
和留言数量也不亚于正
片。可以说，现在看预告
已经成了很多观众的观
剧习惯，有网友表示：“每
天都活在预告里，一条都
舍不得放过，不看总感觉
少了点啥。”

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元宵佳节刚过，黑龙江省博物

馆“相约龙博”线上课堂也带孩子
们深入了解了一下这个中国的传
统节日。错过的小伙伴们，可以关
注“黑龙江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平
台了解详情哦。

在线上课堂，省博物馆的老师
先介绍了元宵节的由来。农历正
月十五是元宵节，又称上“元节”、

“元夜”、“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
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
十五为“元宵节”。

元宵在早期节
庆形成过程之时，
只 称“ 正 月 十
五”、“正月半”
或“月望”，隋
以后称“元
夕 ”或“ 元
夜”。唐初受
道教的影响，又
称“上元”，唐末
才偶称“元宵”。但
自宋以后也称“灯
夕”。到了清朝，就另
称“灯节”。正月十五这天晚上，中
国人素有赏花灯、吃汤圆、吃元宵、
猜灯谜、放烟花等一系列传统民俗
活动。此外，不少地方元宵节还增
加了游龙灯、舞狮子、踩高跷、划旱
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
表演。据悉，2008年6月，元宵节
选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了解完元宵节背后的故事，
老师还通过视频带孩子们欣赏了
祖国各地的各类花灯，并进行猜
灯谜互动和手工花灯制作。有同
学感慨：“逛灯会是爸爸妈妈小时
候的记忆，这次能在课堂上看到
各类花灯特别兴奋。明年的元宵
节，希望能亲自去看看美丽的花
灯展。”

作为我省的社会教育机构，
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直积极结合本
省及本馆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尤

其在疫情期间，为了让广
大青少年在家也能学知
识、拓眼界、增强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特开
设“相约龙博”线
上课堂。记者
了解到，自1月

下旬开
课以来，
孩子和家
长们反响热
烈，称赞在省
博学到了课本
上没有的知识，真正达
到了“寓教于乐”的目
的。

元宵节：又称上元
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时间
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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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龙博”线上课堂开课啦！

看花灯 做手工
线上“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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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继
哈尔滨市德强高中、萧红中学发布
禁带手机校规之后，哈师大附中发
布新校规，3月3日起，禁止学生带
手机进校 违者将记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平台”。

哈师大附中针对禁止学生携
带手机进入校园做以下明确规定：

1.坚决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
电子产品进校园。学生因特殊原
因需要带手机进入校园，需由监护
人到校填写学生处制定的情况说
明与申请表，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带
入校园，但禁止带入课堂，带入校
园后要主动交给班主任或班主任
指定的专人保管。否则一经发现，
则无条件上交学校统一保管，毕业
后由家长来校领取。

2.学校将设立全体教师和各
班级班委员会两级监督监察机

制。发现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教
师和班委会成员有权将学生手机
收交至班主任处或学生处；并及时
联系家长执行第1条规定。

3.学生处、各年级将不定期开
展关于学生携带手机的检查活动，
对发现携带手机的学生，予以统一
保管手机并通报批评，并记录在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平台”。取消
其本学年所有评优选先资格，并责
令该学生作出书面反思。同时，通
知家长配合学校对学生手机进行
有效管理。

4.在教师收缴手机的过程中，
若出现学生不给予配合的情况，学
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及以上
纪律处分，并记录在“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平台”。态度恶劣的还要通
知家长到校配合教育。

5.学校艺术节、社团、运动会

等大型活动，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
入校园，班主任可安排班级宣传员
携带相机负责活动拍照。

6.为保障学生在校期间与
外界的联系，各班级可根
据本班具体情况，设
非智能手机一部，
作为班级公用
电话，由班主
任指定专人
负责。

7. 疫 情
防控期间，
如 学 生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具，确需
手机扫码的，
参照第1条规定，需由监
护人填写学生处制定的情况

说明与申请表，手机可带入校园，
但坚决禁止带入课堂。

20岁的女孩小悦（化名）在6
年前被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双
下肢截瘫，细心的家人带着她走
上了求医之路。经过糖皮质激素

治疗，小悦的病情得到了
控制，能够在矫形器的
帮助下行走。几个月
前，小悦突然失明了，
在哈医大二院进行专
家会诊后发现导致小悦
眼睛失明的元凶是高
血压引起的可逆性后
部白质脑病综合征。
细问病史，原来近两
年家人发现小悦的

血压增高，最严重血压高达180/

100mmHg，但并没有进行规范
的诊断和治疗，没有控制血压，没
想到酿成大错。

据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三病
房主任付锦教授介绍，视神经脊
髓炎是一种免疫因素导致的以视
神经和脊髓受累为主的中枢神经
系统炎性脱髓鞘疾病，好发于青
壮年女性。付锦教授强调，“对于
视神经脊髓炎的患者，我们的治
疗目标是控制急性期发作，最大
限度地恢复患者的功能，在缓解
期，一定要在神经免疫专科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免疫修正治疗预防
复发，并对患者进行长期规范的
管理，以更好地控制病情。”

视神经脊髓炎 好发于青壮年女性

“医生，您帮我想想办法，大家
都说我长得像个怪物，都躲着我
走，让我很痛苦……”38岁的孙女
士对哈医大二院皮肤科主任栗玉
珍教授哭诉。原来，孙女士的皮肤
色素严重脱失，鼻翼两侧以蝴蝶形
状长出面部的血管纤维瘤。根据
检测结果，栗玉珍教授确诊孙女士
为结节性硬化症。

据栗玉珍介绍，结节性硬化
症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

病，临床表现为面部皮脂腺瘤、智
力低下和癫痫发作，其中癫痫最
为常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
前有十万以上的结节性硬化症患
者。因患者的脸部常常出现类似
蝴蝶形状的血管纤维瘤，结节性
硬化症，又称为“蝴蝶结症”。专
家提醒，建议患有结节性硬化症
的患者婚后生育时，进行遗传咨
询、产前诊断及基因筛查，实现生
育前针对性预防，避免悲剧重演。

“蝴蝶结症”患者：
长得怪 脸部出现血管纤维瘤

蓝眼睛女孩走两步就骨折
这是病 还不好治

生活报讯（李华虹 杨嘉安 记者王秋实）
2021年2月28日是第十四个国际罕见病日。近
段时间，哈医大二院先后接诊了一些罕见病例。

14岁的小宁（化名）平日
里走路经常崴脚，最严重的一
次摔倒后造成胸椎、腰椎骨
折，父母一直当成缺钙来治
疗，但这一次小宁在哈医大二
院接受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
让小宁的母亲有些崩溃，小宁
原来是患有一种遗传性骨代
谢障碍疾病——成骨不全症，
又称为脆骨病、瓷娃娃。

小宁的母亲告诉记者，从
记事起，小宁总觉得自己和其
他孩子不一样，和同龄孩子玩
闹时跑两步不小心就会崴脚
脖，一次意外摔倒后更是造成
了胸椎、腰椎骨折，在家中足
足躺了40余天才能逐渐下地
行走。小宁的母亲告诉记者，
小宁和爷爷爸爸一样都是蓝
眼睛，起初家人并没有想到孩
子身体会有什么问题，但无论
怎么给她补钙到医院化验后
还是显示缺钙，走路稍有不慎
就会骨折。近段时间，小宁母
亲带着小宁四处求医，最后在
哈医大二院进行了详细的检
查，孩子被确诊为遗传性骨代
谢障碍疾病——成骨不全症，

又称为脆骨病、瓷娃娃。
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主

任、内分泌科五病房主任乔虹
教授接诊后观察到小宁的外
貌比较特殊，“蓝巩膜”是成骨
不全症患者的典型表现之一，
正常人的巩膜（眼白）是白颜
色的，眼仁的颜色可因人种不
同出现不同的颜色，而成骨不
全症的患者的巩膜是蓝色
的。此外，成骨不全症的患者
因骨胶原纤维不足，结构不正
常，起病时即使轻微的碰撞也
会造成严重的骨折。但遗憾
的是，目前尚无针对致病基因
突变的成熟有效的治疗方法，
只能暂时进行对症治疗，增加
骨密度，降低骨折率，并在生
活中严格保护患儿，预防骨折
的发生。

““脆骨病脆骨病””患者患者：：
骨头脆如玻璃骨头脆如玻璃 摔倒就骨折摔倒就骨折

快开学了 继德强高中、萧红中学之后

哈师大附中也发布新校规

严格保护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