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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公共

本报4月27日讯 长沙优质公办初中

向城北倾斜，今秋新增3所由高中剥离出来

的公办初中，分别是长沙市实验中学、长沙

市周南实验中学、明德华兴中学，三校今秋

分别提供初一学位650个、800个、800个。

这3所学校都是长沙市教育局直属公办学

校，在满足开福区微机派位后，还有部分学

位面向全市招生。

长沙市实验中学就是长沙市田家炳实

验中学初中部， 今年长沙市教育局投资

5000万对校园重建， 可容纳2000名学生，

每个班控制在40人左右， 师资来源于田家

炳实验中学本部。

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是从周南中学剥

离出来的公办初中， 今秋招800名初一学

生，500名满足开福区微机派位， 并面向全

市招收300名有寄宿需求的优秀学生。

明德华兴中学是明德中学剥离出来的

初中部，今秋招生800名。该校校长周树明

介绍，学校将开创性的实行育人导师制，把

每一名学生分到不同的老师名下， 老师不

光是关注其学习，还包括身体、心理以及家

庭情况，在成长道路上给予更多关爱。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匡萍

“去年我们在湖南的招生计划为521

人，今年的计划和政策较去年没有太大的

区别，欢迎湖南考生报考。”华中科技大学

常务副校长林萍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主

动向湖南学子抛出橄榄枝。

“在自主招生上， 我们对湖南的考生

非常关注。”谈及对湖南学子的印象，林校

长表示，“我校的湖南学子表现都很优秀，

有不少曾经就读华中科大表现特别突出

而留校任教。”

教育也可以不单一

“教育是多样化的， 不能通过单一的

模式， 启明学院是我校创新探索的一块

‘试验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培养国际

意识和视野的优秀人才。” 林萍华说，“在

华中科大的这块‘试验田’上，我们可以看

到三大块。三大块指的是针对不同类型学

生分为三块：学习成绩好的一块、动手能

力强的一块、艺术类特优生又是一块。”

华中科技大学为学习能力或习惯比

较好的群体（指分数高的学生）开设了实

验班，现有9个学科专业，采用特别教学；

针对动手能力强、 有创新精神的学生，现

建有8个创新团队， 如2002年3月创建的

“Dian团队”（正式名称称为“基于导师制

的人才孵化站”），以本科生创新能力的早

期培养为主要目标， 是以导师全程负责、

以科研项目作牵引，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和思想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大学生创新基

地。

此外，还有学生自发创建的“联创团

队”，“基于项目的专业教育试点班” 就是

受“联创团队”启发而组建的。

选秀新生进入提高班

对于想考研或出国的湖南考生，林萍

华认为进入该校提高班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 提高班成员的遴选要求严格，

竞争十分激烈。每学年开学之初，学校会

在信息学院和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各专

业新生中“选秀”。通过笔试和面试相结合

的方式，选拔学习成绩优秀、智力水平高、

学习潜力大、 全面发展的学生进入提高

班。每年参加提高班选拔考试的学生都有

几百人，但最终只录取60人，且要求第一

学年或第二学年课程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75分，或者一门（含一门）以上课程不及

格且平均成绩低于80分者， 都将被分流

出提高班。

同时，电子信息工程系作为该校人才

培养的“学术特区”之一，招生选拔方面，

改变了唯高考和入学时的实验班选拔考

试成绩录取的办法， 加入了面试一环，表

现突出、具有创新人才培养潜质的学生最

终进入提高班。

“虽然要求是高了些，不过要相信‘皇

帝的女儿不愁嫁’这句话。”

■记者 王智芳

华中科大副校长：今年计划在湘招生与去年持平

要相信“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名校校长为你支招访谈

开福区新增3所初中

今秋提供2250个学位

【炎症病例】

相关名词：盆腔炎、阴道炎、宫颈炎、附件炎

私处瘙痒年轻女性爱自诊自治

随着社会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女性针对

自身的健康知识认知越来越丰富。 但是，对

于疾病规范治疗，专家认为，病人往往只是

略知一二，在认知模糊的时候，她们很容易

对号入座，抓住一些相似的细节和症状硬往

自己身上套。没通过任何规范的医学检查就

到药店买药， 结果耽误病情或者越“治”越

糟。

26 岁的崔小姐两年来下身白带虽然正

常的时候多，但不时也有异常的时候，比如

颜色似乎不大透明，气味也似乎有些跟往常

不一样，可是工作繁忙的她总是没在意。 而

是通过上网查找相关资料，然后私下到药店

买一些价格不菲的洗阴液冲洗。 一洗之下，

症状似乎好转了一些。 但没几天，私处又开

始阵阵发痒了，而且发作越来越频繁。 但最

近半年来， 她觉得私处不时来一阵发痒，起

初她以为是天气变化带来的，没在意，然而

四五天之后，瘙痒还是依然如故。不得已，崔

小姐只好硬着头皮到医院就诊。

通过医生认真检查，结果表明崔小姐患

的是阴道炎，是一种常见但比较难缠的阴道

炎症，由于是真菌而不是细菌感染，所以崔

小姐患上阴道炎后， 上网查找采用抗生素

“对症治疗”根本没有效果，而且导致越来越

严重。

专家对策：首先，精确查清病原体，对致

病菌和感染源进行科学的定量定性分析，对

病情、炎症扩散蔓延情况等进行准确全面的

诊断。

其次，因人因病而治、中西医相结合，药

物治疗与物理治疗相结合，对存在的炎症扩

散和内在的致病因素进行综合治疗。

再次，配合采用理疗、光谱等透射疗法

辅助治疗。 利用光热辐射、电脉冲及药物离

子导入等手段，通过光热复合效应有效杀死

病变组织细胞。

最后， 在上述治疗全面进行的基础上，

还应根据病情的具体变化，随时调整治疗进

程和方案，整体调理，同时进行日常保健指

导、跟踪随访。 再进行针对性的科学用药和

治疗， 服药或治疗后应到医院进行复查，配

合医生的康复保养建议，才能做到治、养结

合，既保证了最佳治疗效果，也能防止复发。

【肿瘤病例】

相关名词：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子宫颈

癌、子宫内膜癌

子宫肌瘤女性自爱服中药

今年已经 33 岁的马女士家住长沙县向

家镇。 3年前查出患有子宫肌瘤。 限于当地

的医疗技术条件的落后，为了保留生育功能

的她选择了服用中药来控制肌瘤的生长，不

想 3 年下来，病情不见好转，而且月经量比

之前多了很多，有时还感觉腹部传来隐隐约

约的坠痛感。眼看着中药保守治疗毫无希望

了，马女士心慌起来。 经丈夫的陪同来到长

沙 163医院（长沙市开福区洪山桥）检查，“B

超一查，发现瘤子的最大直径都超过 8 厘米

了， 同时她的肌瘤周围的血流信号很丰富，

肌瘤生长得很快，说明中药已经没有任何作

用了，所以我们要求她停止服用中药及时接

受手术治疗。 ”

8厘米的肌瘤， 在理论上已经超过了微

创技术治疗的适应症范围了，而需采取开腹

手术治疗。但是，为了保留子宫，为了有自己

的孩子，马女士坚持要接受该院的超微宫腹

腔镜微创技术治疗子宫肌瘤。

专家对策：每年进行一次标准的妇科检

查，包括盆腔检查、宫颈抹片和必要时进行

的盆腔超声扫描、 超微宫腹腔镜的检查，可

以帮助你早期发现和治疗上述异常情况。近

年来，对于治疗这类疾病国际上多以超微宫

腹腔镜治疗，而且越来越受到患者青睐。 据

副主任医师邓曼介绍：该疗法只需要在患者

腹壁做皮肤小切口，作为腹腔镜进入体内的

通道，腹腔内部的所有情况即可在电视显示

器上一一清晰地出现， 通过电视监视屏，手

术医生可以观察到放大 20 倍的腹内脏器的

情况，再借助长型器械通过穿刺器插入腹腔

内即可轻松完成手术。

腹腔镜技术的问世展现了医学高科技

进入专病专治阶段。其优点是：不开刀，避免

全麻和开腹手术、不出血、安全性高、痛苦

小；定位准确，不损伤卵巢组织和周围脏器；

恢复快、随治随走、无需住院。

邓医师表示，通过上面的两个典型病例

分析，患者自诊自治的行为，不但增加了医

生的治疗难度， 也会延长患者的治疗进度，

得不偿失。因此，建议患者应及时就医，在医

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科学治疗，才能尽快

恢复健康。

国内医学名家指点健康误区

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坐诊长沙，市民均表示，专家看病更放心

健康咨询热线：0731-82288163

邓曼 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 有着丰

富的妇产科临床经验。

擅长于不孕症、 子宫内

膜异位症、 各类妇科炎

症、 妇科肿瘤的宫腹腔

镜微创治疗， 熟练掌握

腹腔镜、宫腔镜、阴道镜、

外阴、 宫颈聚焦超声等

诊疗技术。

163 医院 无假日医院

本报4月27日讯 “校企合作不是新

闻，订单培养也没什么稀奇，光我们学校

合作的企业就有100多家。但与‘两型社

会’展览馆设计方合作，并因为表现好有

留下机会，这就是新闻了。”在昨天举行的

湖南商学院与美景创意（中国）集团实践

教学基地挂牌仪式上， 该校的学生一致

对此次“联姻”会拍手称好。

来自湖南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广告

专业的小刘告诉记者，“展览馆在运用传

统展示手法进行精心设计与布景的同

时，融入触摸屏、LED、发光地图、电子翻

书、虚拟驾驶、多通道投影等现代技术，很

多是我们学校里没有学到的。”在他看来，

好单位能提供实训机会是应该珍惜的。记

者看到，几乎所有参观的学生看到“两型

社会”展览馆的时候，都很兴奋。“好的实

训环境，让我们看到了美好前景。”

陈云秀是美景创意（中国）集团的总

经理， 她告诉记者：“广告设计人才多、门

槛也相对低，但并不表示企业就愿意接受

毫无经验的应届生。我们现在尝试校企合

作，尽早接触企业对学生来说是好事。‘产

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既能发挥学校和

企业的各自优势，又能共同培养社会与市

场需要的人才，是高校与企业双赢的模式

之一。”

■记者 王智芳

高校与“两型社会”展览馆“联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