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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31日讯 既未经作者同
意，也没有署名和支付稿酬，网站就擅
自使用他人的摄影作品。近日，在中国
摄影著作权协会的帮助下， 湘潭籍摄
影师欧阳星凯维权告赢了雅虎网，获
赔4.65万元。

去年8月，湘潭市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欧阳星凯拍摄的《洪江》系列
34幅摄影作品出现在阿里巴巴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的雅虎网资
讯频道的“画报栏目”中，随即又被
其他一些网站转载。这些作品既未
征得作者本人同意， 也没有署名，
至今也没有支付稿酬。

欧阳星凯通过电脑截屏保存了
证据， 并向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反
映。今年1月，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
以雅虎网侵犯了作者所享有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为由， 向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近日，法院作
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雅虎网无法证明这些
摄影作品系网民自行上传， 其行为已
构成了对他人摄影作品的实质性使
用， 不能适用网络服务商依法享有的
“避风港”免责条款，应当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雅虎网侵犯了欧阳星凯所
享有的摄影作品著作权， 赔偿经济损
失4.65万元， 同时需承担本案诉讼费
及其他合理开支约5000元。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刘建强

本报8月31日讯 备受关注的湖
南“扒窃入刑”第一人陈小玲近日被祁
东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一审判处拘役
4个月。

被告人陈小玲，男，36岁，耒阳人。今
年5月10日凌晨6时许， 陈小玲乘坐从衡

阳到祁东的客车， 因打牌输钱， 遂起贪
恋， 用剃须刀片划破同车乘客龙某某的
裤袋，扒窃现金514元及身份证、邮政储
蓄卡等物品。正在陈小玲庆幸得手之际，
失主追赶近一公里将其抓获。法院认为，
陈小玲盗窃的金额虽不足千元（刑法修

改前不够立案标准），但根据今年5月1日
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应受到刑
事处罚。该案的判决具有重大典型意义，
警示“扒手”们不能再存“小偷小摸不触
刑法”的侥幸心理。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建辉

本报8月31日讯 8月27日是湖南铁
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新学期报到的第一
天。 令人奇怪的是， 学生们不是报到领
书，而是排队递简历。连日来，全国各地
十余个铁路局的人事主管汇集株洲，进
入该市高职院校争抢明年7月才毕业的
学生。

全国10大铁路局齐聚株洲“抢才”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

业处处长彭永成介绍，一周前，广铁集团
公司就与他取得了联系， 希望在开学之
际来校招聘学生， 之后南昌铁路局等铁
路企业相继来电， 提出同样要求。 一时

间， 组织招聘成了他开学工作的重中之
重。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株洲另一所铁
路高职院校———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昨天，包括广铁、北京铁路局在内的
全国10大铁路局齐聚该校， 招聘3000余
名学生。

记者注意到，与往常不一样的是，此
次招聘虽有今年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但更多的是明年7月才毕业的大二学生。
往年，类似的校园招聘要到年底才开始。
记者综合两所铁路高职院校的数据得
知， 此次各铁路局提出的招聘人数超过
5000人。 两所高职院校的负责人均表示，
这是头一回。

铁路技术人员正处换血高峰期
为何此次校园招聘如此火爆？广铁集团

人事处陈主任介绍， 目前广铁集团技术人
员正是换血高峰期，“明年就有4000人退
休”，大量退休人员形成了巨大的人才需求。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肖耀
南介绍，最近几年我国铁路事业蓬勃发
展，铁路部门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量越来越大，株洲作为铁路枢纽城市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人才培养上积累
了丰富经验，因此很多铁路局将招聘计
划都放在株洲。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陈光臻 徐亚卿 徐敏

才开学就忙招聘，各地铁路局株洲“抢才”
业内人士称铁路技术人员正处换血高峰期，大量人员退休致人才需求量大

8月31日14时40分左右， 京港澳高
速南往北1615公里处（衡阳境内）发生3
车追尾事故，共造成2人受伤。事故发生
后，该路段南往北方向车辆拥堵，一度长
达近十公里。据记者了解，由于降雨路面
湿滑， 加上过往车辆车速过快导致该路
段今天下午一共发生3起交通事故。16
时30分，南往北方向开始恢复通行。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杨帆 刘慧云 张煌辉 摄影报道

京港澳高速3车追尾
堵起十公里“长龙”

本报讯 在我国，三叉神经痛的患者越来
越多，发病人群多为中、老年人。 有资料统计
显示，三叉神经痛于 40 岁左右起病，患病人
群平均年龄为 51岁。记者从人大的调研报告
数据得知， 截至 2010年 11月 1日， 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达 1.78 亿， 占总人口的
13.26%，而 65 岁以上老年人为 1.19 亿，占总
人口的 8.87%。 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
口超过 1亿的国家， 且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
快，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三叉神经痛防治形
势严峻。近日，记者走访了武警湖南省总队医
院细胞刀医疗中心熊铁龙主任， 就三叉神经
痛的一些问题为大家解疑释惑。

问：三叉神经痛为什么偏“疼”老人？

答： 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在面部三叉神
经分布区出现的反复性的阵发性剧痛，在神
经性疼痛疾患中最常见。 98%的三叉神经痛
患者发病于 40 岁以上， 而且一痛就是几十
年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三叉神经痛偏“疼”老
人不是没有依据的。目前国内外众多的学者
研究证实，三叉神经根部受到一根或多根异
常小血管压迫，是引起三叉神经痛的重要原
因。这些异常血管可能从出生或十几岁时就

已压迫着三叉神经， 但在青年时期却不发
病，而到中老年时才开始发病。 其原因一是
因为血管长期压迫磨损三叉神经；二是血管
的硬化。在青年时期血管无硬化，弹性良好，
压在三叉神经上无任何感觉，但一根硬化的
血管就像石块一样压迫在三叉神经根上就
会产生三叉神经分布区的面部剧痛。

对老年人来说，三叉神经痛更像是一个
杀手，奔波辛劳了一辈子，到了该享清福的
年龄时，却要与疼痛相伴余生。

问：女性三叉神经痛发病为什么多于男性？

答： 三叉神经痛发病患者以女性居多，
这和女性的生理结构有着必然联系。 40 岁
以上的中年女性一般都到了更年期，这个时
期的女性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情绪上都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诱
发了三叉神经痛。

对女性而言， 三叉神经痛往往容易发生
在一些特殊时期，如孕产期、更年期、老年期
等。 如果女性身处这些特定的年龄段，且出
现明显的情绪低落，通过自己的努力难以自
拔时， 应积极寻求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
对于绝大多数三叉神经痛而言，及时充分地

治疗完全可以获得良好的疗效。

问：三叉神经痛的最佳治疗方式是什么？

答：三叉神经痛临床表现为一侧面部骤然
发生剧烈疼痛，如电击、刀割或钻痛，以面颊、
上下颚或舌部最明显，可伴有痛性抽搐。 疼痛
发作仅数秒至 1－2分钟，间歇期无疼痛。 病初
发作次数较少，以后发作次数增多，症状加重。

长期以来，由于三叉神经痛没有确切的
病因， 所以治疗的目的往往以长期镇痛为
主，国内对该病的治疗主要依赖药物和传统
手术治疗，疗效均不够理想。 目前效果最好
的就是“细胞刀”，医学上叫“影像导航射频
热凝术”，它通过 CT 机扫描，运用精密的计
算机系统对患者病灶进行准确定位，再利用
射频物理高温作用于神经节、神经干和神经
根等部位，使其蛋白质凝固变性，从而阻断
神经冲动的传导，摧毁异常神经，患者在完
全清醒和无痛苦的状态下消除病症， 创口
小、出血少、安全性高。

据熊主任介绍，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
胞刀医疗中心在湖南首家引进“细胞刀”高
新技术，从 2001 年 3 月至今，已先后为 4000
余例三叉神经痛及帕金森病患者施行了“细

胞刀”手术。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 88 岁，最
小的 23岁；患病时间最长的 37 年，最短的 1
年。这些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后均陆续康复出
院。为服务更多的患者，作为湖南省新农合、
省市区医保定点医院，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
细胞刀医疗中心特设立健康咨询专线
0731－88612387， 咨询 QQ：1256775011，为
大家提供无假日 24小时的免费咨询服务。

相关链接：
哪些三叉神经痛人群适宜细胞刀？

“细胞刀”治疗三叉神经痛是一种无创
治疗手段，不需要开刀，也无需麻醉，没有创
口，对患者身体无特殊要求。

适合于人群：
1、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经药物治疗无效

或不能耐受药物副作用的患者。
2、经封闭治疗、射频热凝治疗、甘油摧毁

术等治疗后无效或复发的三叉神经痛患者。
3、害怕开颅手术、担心出现手术并发症的患者。
4、高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

慢性病患者以及身体一般情况差，不能耐受
手术患者。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罗湘银

老龄化人群三叉神经痛防治形势严峻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专家建议：治疗三叉神经痛首选“细胞刀”高新技术

“小偷小摸”触犯刑法受罚

湖南“扒窃入刑”第一人被判拘役

作品被侵权告赢雅虎网
湘潭摄影师获赔4.65万

新闻背景 2011年5月1日开始生效的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扒窃列入追刑范
围。《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盗窃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
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