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政速递

本报5月24日讯 昨天，教育部
发布《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办法》（下称《办法》）。今
后， 围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针对资源配置、政府保障程度、
教育质量和社会认可度四方面内容
设置了明确的评估标准和要求，并
将以考试方式招生、违规择校、重点
校、 重点班以及社会认可度等作为
一票否决的指标。

《办法》提出，政府保障程度评
估有15项指标，包括：所有小学、初
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
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
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小学、初中
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
50人； 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
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
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
岗教师总数的20%； 全县优质高中
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并
向农村初中倾斜； 全县义务教育学
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
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按规
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等。

■记者 黄京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平均工资不低于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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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 因患有丹迪沃克综合
症， 一种特殊类型的先天脑畸形，2岁半的小诺
（化名）一度被地方医院宣告“无救”。幸好省儿童
医院的专家能救他，今天上午，该院专家团队为
“大头娃娃”小诺成功做了“缩脑”手术，通过网络
直播，更多患者见识了无影灯下的“秘密”。

“我们原本早已经放弃。”小诺的妈妈李
女士表示，女儿生下来的第三个月，家人发
现她的头很大，身体反应较迟缓，眼球下旋，
眼帘下方巩膜突出。先后求治过衡阳多家医
院，医生诊断为先天脑畸形，并表示没有办
法治疗。

今天上午，经过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专
家团队一个小时的手术，小诺成功接受脑室
腹腔分流术。 主治医师陈朝晖表示：“患儿的
颅骨缝已完全闭合， 术后大头虽然无法完全
消除，但可以有效降低颅内压，不再影响孩子
的脑组织发育。”

陈朝晖坦言，如不出现意外，小诺会像正常
孩子一样成长，但如果出现严重感染、堵塞等情
况，不排除再次手术的可能。

新生儿发生脑积水和发育畸形者并不罕
见。医生透露，这种疾病在新生儿中的发生率
约为1%， 每年在省儿童医院接受脑积水手术
的患儿有50例。让医生痛心的是，不少家长因
认为“大脑发育不好，以后肯定会长成个苕”，
从而放弃治疗。陈朝晖介绍，致病原因很多，比
如孕期影响了胎儿神经管的发育，从而会形成
脑积水和发育不全，出生后脑积水还会严重影
响大脑的发育。 如果孕期未及时检查出来，生
下来后应尽早手术。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通讯员 姚家琦

本报5月24日讯 今
天，我省“12355阳光行动”暨
“关注大中专学生心理健康”
系列服务活动正式启动。全省
各地“12355青少年综合服务
台”将为中高考学生及家长提
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另外，
省第二人民医院也将通过

“12320” 免费心理咨询热线
为考生免费开展减压指导。

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
科副主任刘光亚介绍，考试
临近，最近前往医院进行心
理咨询和减压的孩子很多。
她建议家长和考生要把考
试焦虑“正常化”，建议考生

通过体育锻炼、瑜伽甚至是
短期旅行来缓解紧张情绪。

据悉，活动期间，心理
专家团还将进入校园进行
免费心理咨询。同时还将现
场开展舒眠减压、绘画投射
测验、艺术治疗等。
■记者黄京实习生杨雪梅

本报5月24日讯 遇上
突发事故受重伤或者突发
疾病， 不想被堵在路上，拨
打120后， 直升机来现场载
着伤者去医院， 这样的场
景，在湖南将越来越常见。5
月24日下午，省人民医院与
广东白云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签署了《航空紧急救援合
作协议》， 航空救援湖南基
地正式落户省人民医院。按
照规划，到明年，我省14个
市州都将建设基地，航空救
援网络将覆盖全省122个县
市区。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采用直升机空中医疗救援，
可以提高25%的生还率。省
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民表示，
航空救援是一个新事物，为
了此次签约，省人民医院在
前期就做了诸多准备，比
如，马王堆院区已建设了一
个直升机起降点，岳麓山院
区落成后将实现空中转运，
将打造成具有特色的创伤
急救医学中心。

广东白云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子轩介绍，
按照规划，今年年底前，将在

长沙、衡阳、娄底、怀化、张家
界率先建成5个一级基地，形
成一个东南西北中布局。到
明年，全省14个市州都将有
基地， 并且有条件的县级医
院也将建立停机坪。

这意味着，届时，依托省
人民医院的分级诊疗体系，
通过与110、120、119等公共
应急平台的对接， 我省将实
现“网络化、常态化”的空地
一体立体化救援， 建成覆盖
全省所有县市区、24分钟之
内直升机快速到达的航空救
援体系。 ■记者潘显璇

立夏之后，长沙的天气开始
热起来了。 炎炎夏日如何养生？

传统养生理论认为，“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 人们习惯认为
秋冬是最佳进补时节，也最适合
饮用保健酒。 但现代医学研究发
现，夏属暑湿，易耗气伤津，营养
损耗较大， 更应坚持饮用保健
酒。

夏天喝保健酒也是一种养
生之道。

夏季是阳气最旺盛的季节，
当炎热的夏季到来之时， 人体会
大量出汗， 传统养生理论中就谈
到汗液为津液所化， 体液消耗过
大很容易因阳气不足造成疲劳困
乏、免疫失调。因此，根据“虚则补
气”的原则，中医学家认为，盛夏
时节更需要关注身体的保健，养
生要顺应夏日阳盛于外的特点，
注意保护人体阳气。

那么，夏季应该怎样饮酒才
能助健康？ 这可是有讲究的。 专
业人士建议，除了要谨守不贪杯
的信条，还要注意饮酒的环境和
方法，如饮用时间、饮用量、饮用
频率、年龄、性别、季节、体质、心
情等。 在以酒滋补的同时，还要
注意适量运动，内养和外养的有
机结合方为养生之道。

作为保健酒的先行者和典
型代表———劲酒，就具有抗疲劳

和免疫调节的保健作用，适宜四
季适量饮用。

劲酒是一款具有抗疲劳免
疫调节的保健酒，含有多种功效
成分，能补益阳气，促进人体循
环代谢， 有效缓解疲劳困乏、精
神不振等夏季常见的问题。 研究
发现，在夏季饮用劲酒时，将劲
酒加冰或冰镇，不仅使劲酒冰凉
爽口，而且还可以降低劲酒溶液
体系的温度和分子的能量，可以
促进有效功能因子在体内的吸
收，从而更好的起到身体保健的
效果。

多年来劲酒一直倡导劲酒加
冰饮用体验， 劲酒加冰或冰镇之

后可使得酒体中的原酒香和本草
香和谐释放， 劲酒的醇香融合冰
的清爽，带来健康的饮酒体验。

在炎热的夏天，几粒冰块投
入琥珀色的劲酒酒液中。 片刻，
现出细密的质地， 如丝般柔和，
似缎般轻盈。 轻轻转动酒杯，饱
满的色泽在晶莹剔透的冰块间
弥漫，连带出醇厚、深遂、悠长的
香味。 劲酒加冰后口感柔和顺
畅， 在消除夏季燥热之气的同
时，倍感爽口顺心。 另外，将劲酒
整瓶置于冰箱中冷藏，至其 10℃
左右，同样可享受到劲酒清凉爽
快的饮用体验。

劲酒加冰，炎夏酷暑也能享

受健康与酒趣， 清醇而不失热
烈。 以冰入酒，营造舒适口感，愈
发柔和顺畅；以冰调酒，保证劲
酒中成分在夏日达至和谐状态。
冰的沉静协调酒的火热，冰的内
敛中和酒的奔放， 自然的调和，
健康平衡的饮酒之道。

劲酒作为保健酒， 在营养损
耗较大的酷暑坚持饮用， 可以起
到良好的保健作用。 长年坚持适
量饮用， 可从根本上调节人体内
环境，使人体顺应四时之变化，恢
复动态平衡。业内专家认为，保健
酒主要以养生健体为主， 有保健
强身的作用，四季皆宜饮用。

■文 / 张劲

如何饮酒才有助健康？
———夏季保健酒饮用方法

夏季到来，天气炎热，人体
到了极其不适的阶段。需要人们
在夏季日常生活中注意三点：

一是注意适度保暖预防感
冒。夏季天气炎热，人们常常选
择过度使用空调、电扇、冷饮等
降温措施。往往容易过度降温，
使人受凉感冒。 夏季中如果人
们一旦察觉不适， 其实可能已
经患病了。 所以， 必须提前预
防,防止过度凉爽而患病。

二是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
肠炎。夏季天气炎热，食物极为
容易变腐。听以，人们选择夏季
饮食一定要注意新鲜。 如果口
感不佳一定不要食用。另外，从
冰箱中拿出来的食物一定要加
温十分钟后才能食用。 肉类则
是还要延长加温时间。

三是注意午休防止睡眠
不足。 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
现夏季夜晚睡眠不足的问题，
因此需要利用好午睡时光。 过
去人们常说：午睡一刻钟，顶上
夜间一小时。 就是说明午睡的
重要性。

□相关链接

夏季保健三秘诀

大头宝宝做“缩脑”手术 还好，平安!
脑积水引流腹腔，恢复大脑活力

中高考在即，心理压力大怎么办
可拨打12355或12320免费进行心理咨询

航空救援湖南基地落户省人民医院

“空中120”明年将覆盖全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