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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彩超应是精准度
很高的排畸筛查，怎么连兔
唇都查不出来？”日前，发生
在长沙一民营妇产医院的
的纠纷让人们重新关注起
产前检查的实际作用上来。
产前检查究竟能否查出畸
形？各种产前检查最恰当的
时机是什么时候？三湘都市
报记者对此展开了采访。

照四维彩超没发现畸形
出生后却是兔唇

9 月 22 日 ， 网 友
@tingting2651�发布一帖
子，质疑长沙一民营妇产医
院的彩超医生疏忽失职，在
四维彩超照片明显显示有
缺陷时，仍未能及时筛查出
胎儿唇裂情况。记者联系到
发帖人张慧，她表示，新生
宝宝是自己的侄女，产妇李
女士是其弟媳。

张慧称，弟媳曾在怀孕
26周时做过一次四维彩超，
当时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上
唇皮肤连线未见明显连续

性中断。8月31日， 宝宝出
生，没想到医生抱着胎儿出
现时，却是兔唇儿。

医院： 需出具司法鉴定
方能归责

针对张女士的说法，医
院运营总监陈新林回应称：
“事发后院方有与产妇家属取
得联系，但就婴儿的唇裂情况
我们希望家属能出具一份司
法鉴定， 这样才能归责。”此
外，陈新林表示，李女士仅在
26周孕周时在本院做了一次
四维彩超检查，本应进行的复
检，李女士并未到场。

“医生并没当面说复检
的事，只是在报告单上进行
了例行提醒。” 对于医院的
说法，张慧说，由于法律层
面并未明文规定，彩超检查
必须完全对唇裂作出明确
判断，司法部门无法就此进
行鉴定，如实在需要对医疗
行为过程当中是否存在失
误追责，则需要双方共同提
出申请才行。

本报9月23日讯 日前，由国家
统计局批准、 中国科协实施组织的
2015年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
查结果出炉。

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具备科
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6.20%，其中
上海、 北京和天津的公民科学素质
水 平 分 别 为 18.71% 、17.56% 和
12.00%， 位居全国前三位。 湖南省
的数据显示，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达到5.14%，比2010年的2.18%
提高了136%。 ■记者 李琪

新生识字量差10倍，老师家长犯愁
老师：识字多少不是影响后发优势的重要因素 专家：一两岁就可让孩子阅读

教育部、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的意见，提出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应每月至少组织一次校园防火检
查，学校应按国家、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每年至少对教职
员工开展一次全员消防安全培训等。 ■记者 贺卫玲

四维彩超正常，宝宝却是兔唇
医院：需有司法鉴定方能归责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省妇幼保健院超声科主任田艾军。他
表示，按照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主要对无脑儿、
严重脑膨出、严重开放脊柱裂等六大类畸形进行筛查，唇裂
并不在此范围内，“医院一般都会对这六类畸形以外的畸形
进行全力排查，但由于受胎儿配合度、孕妇腹壁脂肪厚度等
因素的影响，能否检查出唇裂未有定论。” ■本报记者

彩超检查并非万能

本报9月23日讯 近日，“湖南省
首届高校工商管理学科院长（系主
任）论坛”在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举行。 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表示，商
科教育存在专业布局多而重复、特色
不明显、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创新创业
能力弱等问题。

王柯敏表示，在“互联网+”的
时代发展背景下， 湖南商科教育的
教学改革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更好地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同时要
结合商务发展的新方向， 为传统企
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
支持。 ■记者 黄京

资讯

商科教育将培养
“互联网+”人才

我省具备科学素质
的公民比例达5.14%��

中小学幼儿园要保证消防安全课时

超声专家

本报9月23日讯“有的孩
子识字量只有十几个， 练习册
的问题都读不懂， 有的孩子识
字量超过2000个， 上课讲的基
本都懂。”开学近一月，接手一
年级新生的语文老师蒋繁向三
湘都市报记者反映了在教学中
遇到的现象。

那么小学一年级前到底该
不该多认字？ 认字多的孩子在
以后的学习中有没有优势？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我们班有个孩子认识
2000多个汉字， 阅读各种儿童
读物基本都没障碍， 一般的孩

子也会认识300-500个汉字，
不过也有极少数识字量只有几
十个甚至十几个的孩子。”蒋繁
是宁乡县金海实验小学的语文
老师，接手一年级后，她在班上
大致了解了下孩子们学前所掌
握的知识量。

蒋繁告诉记者， 识字量多
的孩子， 语文课基本都听得懂，
部分孩子甚至有点小骄傲，在课
堂上开小差。而识字量少的孩子
问题也来了，他们有的会看不懂
课本和练习册上的问题，需要老
师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她）是什
么意思，上课时也不认真。

“关于认字，其实不用逼着
孩子认太多， 上学学会拼音后，
给孩子买一些带拼音的课外书，
孩子的识字量立马就上去了。”
蒋繁说，以她多年带一年级新生
的经验看，识字量多少并不是影
响后发优势的重要因素，关键还
是阅读习惯和能力的培养。

长沙市岳麓区博才白鹤小

学校长王谢平认为， 家长如果
抱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
态让孩子提前识字算数的做法
不可取。在她看来，孩子启蒙时
最需要培养的是良好的学习习
惯。“如能做到在课堂上积极主
动、专心听讲，有浓厚的学习兴
趣，按时完成作业，这个孩子的
学习成绩一定不会差。”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是
发展其智力， 让其智力不单以
加法增长， 而是以乘法递增的
最好、最简单的办法。从孩子一
两岁开始， 就可尝试帮孩子建
立语言和文字间的联系。 尽早
认字并进入阅读， 这对儿童早
慧的作用十分明显。”教育专家
尹建莉认为， 家长在这个过程
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有些家

长在给孩子讲故事时， 担心孩
子听不懂， 就尽量用通俗的口
语来讲。这样做不太好。正确的
方法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尽量
使用标准的、 词汇丰富的语言
给孩子讲故事。 尽早让孩子接
触有情节有文字的图书， 从你
给他买了有文字说明的图书
起，就要给孩子“读”故事，不要
“讲”故事。

从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语
文教材看，只要求“认字”的量
约300个左右；要求“会写”的量
是110多个。根据国家出版局抽
样统计， 汉字中最常用字560
个， 常用字807个， 次常用字
1033个。 三者合计2400个，占

一般书刊用字的99%， 所以小
学生如果认识2400个常用字就
能阅读一般书刊。小学《语文课
程标准》 要求1～2年级学生认
识常用汉字1600～1800个 ，
3-4年级学生认识常用汉字
2500个。

识字多有没有后发优势

释疑

阅读兴趣从几岁开始培养

新生认识多少字才够用

识字量太少也会给孩子学
习带来不便， 那用什么办法可
以快乐认字而不是填鸭式灌输
呢？教育专家介绍了三种方法：

一、 将识字和认识事物结
合起来。在教孩子识字时，同时
展示实物， 这样字和实物之间
就发生了联系。

二、 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

的方式识字。有的喜欢读儿歌；
有的喜欢抄写； 有的善于联想
……只要能够尽快地记住汉
字，方法不求统一。

三、 在游戏中学习和复习
生字。关于汉字的趣文、故事举
不胜举，孩子听了这些故事，会
不由自主地对汉字产生好奇
心。 ■记者 贺卫玲 黄京

识字太少怎么办

?
9月23日，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与湘江交汇处，大量浮萍掩盖了河面，船只仿佛停在了“绿毛毯”上。大面积

浮萍的危害非常严重，它不仅遮挡住阳光，使水体浑浊，还使大量有机物发生化学反应，毒细菌增多，氧气减少，
鱼虾不能生存，严重破坏河道生态环境。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记者 唐俊 摄

浏阳河与湘江交汇处浮萍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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