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

凯洋） 近日， 肢残驾驶

学员李卫国顺利通过驾

驶人桩考项目， 他也因

此成为长沙地区通过

C5桩考的第一人。

2010 年 4 月 1 日

起， 新修订的《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 实施， 允许右下肢

残疾、 双下肢残疾以及

听力障碍、 右手拇指缺

失或手指末节残缺五类

人员可以申领 C5 驾照

(准驾车型为残疾人专

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

车 )。 湖南及长沙市残

联、 交警、 交通等部门

全力推动肢残驾培项

目， 并于去年 12 月正

式启动。 目前， 已经有

55 人通过体检并在驾

校办理了报名注册手

续， 其中 32 人在 1 月

份通过了科目一的考

试。

据介绍， C5 照考

试专用车用一个 C5 辅

助装置取代了普通车辆手刹、

换挡的位置。 它集齐了手刹、

转向灯、 油门、 刹车、 喇叭五

大功能。 用右手将辅助装置往

后面推就是加油， 往前面推是

刹车， 如果要手刹， 就按一下

电子阀门。 这样即使双下肢丧

失全部功能的残疾人照样可以

开。

据了解， 拿到驾照、 购买车

辆后， C5 学员可向车管部门进

行车辆改装申请， 得到车管部

门的同意后， 就可以拿着证明

到有资质的相关企业， 在自己

的车上加装 C5 辅助装置。 预计

首批 12 名 C5 学员将在通过场

内考试和路考后拿到驾照。

另外， 不少学员希望， 各大

公共场所的停车场在规划建设

时， 能设立残疾人专用停车位，

而且位置最好靠近出口。 长沙

市交警支队驾管科科长匡利君

表示， 既然有了 C5 驾照的考

试， 那么在残疾人停车等方面

的问题， 交通管理部门以后肯

定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日前，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工商、 卫监等部门组成的食品安全

“百日联合执法” 行动小组， 对辖区内食品市场进行为期 100 天的拉

网式检查整治， 重点查处假冒伪劣、 有毒有害、 虚假宣传和无照经营

行为， 力保辖区食品安全。 图为行动小组人员在利用食品快速检测仪

对一超市食品进行质量检测。 刘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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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郭筱洁 ◆热线电话：0731-84326210

气管炎、哮喘

大型免费赠药义诊

请按此表格式自觅纸张画大填写

姓 名 性 别 年龄

电 话 邮编

地 址

疾 病

种 类

气管炎□ 哮喘□ 肺气肿□

肺心病□ 尘肺□ 矽肺□

补充说明

有无药物

过敏史

本广告长期有效

患者只需认真填写如下表格寄回我院，经我院专

家审核后即可获赠价值 216元的“肺亦康”赠品（16

天）和康复资料、会员卡。

如有不明之处请垂询：专家热线：0351-4052190��3886273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

4006530148

短信平台:13643455310联系人：沈主任 叶大夫

来信地址：山西太原市府东街 198号百草堂中医药研究院

李光一（收） 邮编：030001

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工作， 饮食

不定时， 生活没有规律， 缺乏睡眠

休息……通过连续几期的报道， 我

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司机患上了职

业病。 然而有多少的哥的姐会意识

到自己的健康状态， 为自己做些健

康投资， 主动到医院去做做体检

呢？ 记者从长沙市一些医院采访时

了解到， 主动为自己做健康体检的

出租车司机少得可怜。

长沙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主任栗文晖告诉记者， 每个驾驶员

都该每年做一次体检， 为身体做一

个全面检查。 虽然有不少出租车公

司虽然也会组织的士司机做体检，

但却只是查视力、 血压等项目， 对

的士司机这种特殊职业来说， 起的

作用根本不大。

而出租车司机也有自己的苦

衷。 一位姓黄的出租车司机从事出

租车行业已有 8 年了， 从业以来一

次体检也没做过。 “不是我不愿

意， 可你说哪有这时间啊， 每天拉

活儿都来不及了， 晚一点生怕别人

抢了生意。 长期的疲劳驾驶， 我也

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 但有什

么办法。 几百元的体检费有点高。”

不仅是的士司机， 其实， 出租

车公司对员工的健康重视得也不

够， 在采访中， 大部分出租车公

司都对是否为司机做定期体检或

购买医保的问题很避讳。 有的表

示会给司机做体检， 但是在什么

时间， 是否定期， 则有点含糊其

词。 另外， 不少接受采访的的士

司机都表示， 自己根本没有所谓

的医疗保险。

长沙市客管处法制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 目前在长沙出租车行业，

公司与驾驶员关系是租赁关系， 不

是劳动关系。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

公司曾给出租车驾驶员办理过统筹

社会保险， 后因为绝大多数驾驶员

来自农村， 终因统筹社会保险不能

转移而未建立劳动关系， 所以目前

长沙市所有出租车公司均未与驾驶

员签订劳动合同。

据了解， 目前出租车行业最尴

尬的是， 公司的规章制度， 大部分

围绕提高服务质量， 很少有条款去

对的哥的切身利益考虑。 看来出租

车司机的身体健康问题， 确实值得

有关部门关注。 记者了解到， 北京

市就出台了 《北京市出租汽车驾驶

员定期体检管理办法》， 以建立出

租车司机定期体检制度。

开的士是一个辛苦的职业， 是

一个需要奉献的职业， 同样也是

一个需要关心爱护的职业， 我们

期待着一部本土完备的 《出租车

驾驶员定期体检管理办法》 的出

台， 为我们湖南省的哥的姐身体

健康提供保障。

郴州市培训全民健身指导员 该市

计划今年内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班， 培训全民健身指导员数百人。 全民

健身指导员和志愿者服务队是公益性

的， 主要由运动员、 教练员、 体育老师

和其他体育工作者组成。 （周慧）

常德提出 2011 年人口控制目标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5.5‰以内； 符

合政策生育率达到 90%以上； 村 （居）

民自治合格率达到 73.6%以上； 出生人

口性别比稳中有降； 社会抚养费征收到

位率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到位率明显提

高， 加强住宅小区、 大型市场、 民营企

业和城郊结合部的计划生育管理； 保持

全省模范地位。 （蒋文辉 彭曼）

邵阳献血人次创历史新高 2010

年， 该市共有 28791 人次参加无偿献

血， 献血量达 865万毫升， 比上年同期

增加 11%， 临床供血总量达到 13.13

吨， 临床用血 100%来源于无偿献血。

（李秀霞 刘亦军）

永州消防、 工商联合整治消防产品

市场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 检查组共检

查消防产品销售门店 12 家， 没收假冒

伪劣消防产品 10类 1200余件， 检查人

员对被没收的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实施了

现场销毁。 （黄晓梅）

怀化市村、 社区今年都将建立妇女

之家 创建后， 将以组织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组织开

展文体娱乐活动、 排忧解困办实事等为

主要工作内容。 （杨小虎 李乐琳）

生姜的妙用

平时孩子摔了跤， 家长喜欢用酒精

消毒； 得了口腔溃疡的患者喜欢用意可

贴治疗；醉酒的人会泡一杯浓茶来醒酒，

其实我们可以用生姜来代替这些做法。

【邻里来帮忙】

下面收集了一些读者提供的方法：

1、 如果意外摔伤， 可将生姜汁捣

烂外敷； 若擦破了皮肤， 用纱布浸姜汁

涂患处， 可预防感染且可加速皮肤愈

合。 （邵阳市 胡先生）

2、 将生姜捣汁， 然后泡水， 再用

生姜漱口， 每日 2-3 次， 一般 6-9 次

可将口腔溃疡面收敛。

（郴州市 林女士）

3、 口服适量生姜汁擦关节疼痛处，

均能使关节活动改善， 疼痛明显减轻，

肿胀与僵硬症状减少。

（益阳市 任女士）

4、 用热姜水代茶饮用， 可加速血

液流通， 消化体内酒精。 还可在热姜水

里加适量蜜糖， 让身体直接吸收， 以缓

解或消除酒醉。 （岳阳市 周先生）

下期主题： 冬天物品巧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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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 要推进医药卫生事

业改革发展。 今年是医改三年实

施方案的攻坚年， 要确保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 一是在基层全面实

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建立完善

基本药物保障供应体系， 加强药

品监管， 确保用药安全， 切实降

低药价。

二是抓好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 鼓励各地在医院管理体制、

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和监管机

制等方面大胆探索。 完善医疗纠

纷调处机制， 改善医患关系。

三是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

平。 稳定提高城镇职工、 居民医

保参保率和新农合参合率。 今年

要把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

补助标准提高到 200元。

四是完成农村三级卫生服务

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

设任务。 今年全国人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 25 元。

加强重大传染病、 慢性病、 职业

病、 地方病和精神疾病的预防控

制和规范管理。 加强妇幼保健工

作， 继续推进适龄妇女宫颈癌、

乳腺癌免费检查和救治保障试

点。 认真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

大力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

业， 落实各项扶持政策。

五是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

机构。 放宽社会资本和外资举办

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 完善和推

进医生多点执业制度， 鼓励医生

在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合理流动和

在基层开设诊所， 为人民群众提

供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全面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

作。 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 做好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

作。 加强出生缺陷干预， 进一步

扩大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试

点， 做好孕产妇和婴幼儿保健工

作。 农村妇女住院分娩率达到

95%以上。 实施新一轮妇女儿童

发展纲要， 切实保护妇女和未成

年人权益。 加快建立健全老年人

社会服务体系， 加强公益性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

谁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