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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3日讯 心态阳光外
向、性格大气沉稳、学习成绩稳居
第一、主持演讲唱歌样样精通、篮
球羽毛球足球都很拿手……如果
说，有的人生来就是让人“望尘莫
及”、“高山仰止”的，那湖南师大
附中的戴昱民一定能算一位。他
的名字拼音缩写是“DYM”，被大
家取了个“第一名”的外号，事实
上，“人如其名” 的他从小到大拿
过无数次“第一名”。

在近日举办的第48届国际中
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 他又
毫无悬念地摘得金牌。今天，记者
终于在学校见到了这位气宇轩昂
的“学霸”。

获奖感言只有“感谢”两字

面对各大媒体镜头，戴昱民
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感谢”。除
了感谢学校、教练、老师，也感谢
自己的努力和勤奋，甚至感谢那
些不断给自己加压的对手，和学
习生活中的困难。谈起自己能在
求学和竞赛的道路上如此优秀，

戴昱民认为得益于自己的心态
好。

在班主任吴彩霞的眼中，戴
昱民不但能力超群， 而且情商很
高。从进入高一开始，他就一直担
任班长、纪检委员等职，很善于处
理与同学的关系。

父母很少干涉孩子学习

戴昱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通
的企业员工， 很少干涉孩子的学
习。“我们从不宠爱溺爱孩子，但
绝对尊重他的选择和意愿， 营造
了一种非常民主的家庭氛围。”戴
妈妈说， 比如选择化学竞赛这条
路，就完全是戴昱民自己的意愿，
“他回来只告诉我们要去参加竞
赛，而且自己有信心能做好，我们
便欣然接受了。” 她还建议家长，
无论工作多忙， 一定要多加强与
老师的沟通。“从幼儿园起， 我们
就会主动与孩子的老师联系，全
面掌握孩子的情况， 同时也配合
老师交代的各项任务。”
■记者黄京实习生单焱谷家茹

又摘金牌，“奥赛牛校”再出学霸
从小到大拿第一，他的秘笈：父母干涉少，自己心态好

各大学科竞赛是培养拔尖
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平台，为学有
兴趣、学有余力、学有特长、综合
素质全面的中学生提供了广阔
的发展空间。湖南师大附中校长
谢永红表示，学校历来重视拔尖
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自1991年以
来，该校学生参加国际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共获得金牌28枚，银牌
9枚，亚洲金牌11枚，该校获得的
国际金牌总数位居全国第一。面
对“金牌摇篮”的美誉，谢永红认
为，学校必须尊重每一个学生的
发展规律，特别是要大力为他们
的成长提供创新平台、创造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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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湖南师大附中校长谢永红（左）为在第48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的戴昱民
同学送上祝福和鲜花。

幕后 师大附中国际奥赛金牌数居全国第一

湖南省属于结石病高发地区，
结石疾病严重威胁居民健康。长沙
京石医院泌尿结石专家易成然主
任提醒，作为一种高发病、易发病，
结石病也需要终身健康管理。

易主任指出，很多医院传统的
诊疗过程中，往往只重视诊室之中
对病人的专业诊治，而一旦患者消
失在医生的视线之外，容易因认识
不足， 而产生健康误区酿成悲剧，
有肾结石患者术后复发久拖不治，
最后导致肾脏坏死、萎缩。

为解决这个难题， 我省首家
结石病专业医院长沙京石医院积
极探索结石病健康管理新模式，
不仅制定严格的疾病诊疗临床路
径，而且建立了京石大数据中心，
为出院患者提供结石病“终身制
健康管理”。并在患者治愈出院后
适时电话回访， 定期的免费体检
等系列举动， 提醒治愈后患者关
注健康状况， 充分发挥了诊室之
外专业指导下的作用， 做到全面

健康管理，终身服务。
易主任同时强调， 患者选择

最合适的治疗方式也是结石病健
康管理的关键。长沙京石医院乃
以人为本，呵护好每一个器官为
理念，尽可能提高患者术后生活
质量。 肾结石首选无需开刀、打
孔，对肾脏无手术创伤的“纤维
肾镜无创取石术”， 该术亦可有
效避免结石复发，尤其适用于肾
结石反复发作的易发体质患者。
对于胆囊结石患者也不轻易切
除有功能的胆囊，首选保留有功
能胆囊同时取净结石的“三镜联
合微创保胆取石术”， 这两种先
进取石技术已由长沙京石医院
率先在湖南引进。

温馨提示：读者可拨打结石
病 防 治 公 益 专 线
0731-82806120预约结石病筛
查或详询“纤维肾镜无创保肾取
石术”和“三镜联合微创保胆取石
术”相关疑问。 ■宁西

结石疾病需要“终身制健康管理”

本报8月3日讯 “长沙小
学生到校时间拟推迟至8:30”，
本报曾报道《长沙市城区小学
生到校时间拟调整方案》（详
见6月23日A13版）。 今天，长
沙市教育局透露，将于2016年
8月18日10:00召开关于调整
全市城区小学生早上到校时
间决策听证会，本次听证会设
21人参加。

征集、随机选取5名家长

据悉， 本次听证会参加人
具体构成及产生方式为： 家长
代表5名， 采取自愿报名的方
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随机选
取家长5名；教师代表5名，采取
自愿报名的方式， 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 随机选取教师5名；校
长代表2名，采取各区县教育局
各推荐1名校长，在推荐的基础
上随机抽取校长2名；区县教育
行政部门代表2名， 随机抽取2
个区县教育行政部门， 由抽中
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各推荐1
人参与；人大代表1名，由长沙
市人大办公厅推荐；政协代表1
名，由长沙市政协办公厅推荐；
有关部门代表3名，由长沙市法
制办、市政策研究室、市交警支
队各推荐1名。 教育领域专家2
名，由长沙市教育局聘请。

设旁听席，人数为5名

另外， 本次听证会设旁听
席，确定旁听人员为5名。有意
参加者可自愿报名。报名结束
后， 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确定，
额满为止。报名条件：年满18
周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具有有效身份证、居住证、
教师资格证等证件；热心教育
事业， 熟悉基础教育规律，了
解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有一
定调查研究、 分析问题能力，
能够客观发表意见；同意公开
必要的个人信息； 能按时、全
程参加会议， 遵守听证会各项
纪律和注意事项。

自愿报名的家长、 教师代
表于2016年8月3日至8月5日
9:00-12:00；13:30-17:30向
长沙市教育局报名。

报名方式如下

1、现场报名。地址：长沙市

岳麓区茶子山中路320号长沙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413室）。

2、 电 话 报 名 ：
0731-84899710。 电话报名时，
须详告参加人的姓名、年龄、学
历、单位、职务和联系电话等相
关资料。

3、网上报名：请将参加人
的姓名、年龄、学历、单位、职务
和联系电话等相关资料提交到
邮箱419215491@qq.com。

4、推荐的听证会参加人由
推荐单位于8月5日前将参加人
的姓名、年龄、学历、单位、职
务、 联系电话等相关资料报长
沙市教育局。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谷家茹 单焱

小学生何时到校比较好？ 先听你的
长沙市教育局本月18日听证，将邀家长参加

本报8月3日讯 记者今天从
省发明协会获悉，第十二届宋庆龄
少年儿童发明奖揭晓，湖南代表团
共夺得3金10铜和1项创意奖。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无奈：一页
文章里， 你只需复印其中的几行，
怎么办？获得金奖的长沙市南雅中

学学生李熠东发明的精选文本复
印机，实现了精准复印，只取所需。

据悉， 本届活动历时9个月，
35支代表队的上万名中小学生参
加， 最终评选出金奖30名、 银奖
60名、铜奖165名、创意奖12名。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谭迪熬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我省夺得3金
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