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今
天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了解
到， 日前举行的湖南省第七届
经桡动脉冠脉介入诊疗论坛
上， 全国首例冠脉腔内飞翔视
角3D-OCT介入手术在该院完
成。 这项技术相当于医生可以
把“眼睛”放进心脏冠状动脉里
做手术， 对探究冠心病发病机
制， 优化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患者孙先生今年55岁 ，胸
痛5年， 近一个月来病情加重，
入住湘雅三医院被诊断为心肌
梗死型冠心病，三支病变，陈旧
性下壁心肌梗死， 曾做过PCI�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同
时患有2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

经与患者及家属沟通，湘雅
三医院心内科曹宇领衔的冠心
病 亚 专 科 团 队 决 定 借 助
3D-OCT辅助技术为其施行冠
脉介入手术。与以往的手术不同，
3D-OCT将一条头端带光学透
镜的成像导管放在冠脉血管里，
通过高速旋转回撤，不到3秒钟，
就可以帮助医生诊断清楚血管
里面的结构和斑块性质。

据曹宇教授介绍，3D-OCT
弥补了冠脉造影的不足，它可以
识别包括正常血管、脂质斑块、纤
维斑块、钙化斑块、易损斑块、血
栓、夹层和内膜撕裂等血管内部
症状，还可以精确评价远期支架
植入后的内膜覆盖情况。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余希

医生把“眼睛”放进患者血管里做手术

本报8月16日讯 为了规
范教辅材料征订，减轻家长经
济负担和学生学业负担，今
天，长沙市教育局向全市中小
学生家长下发《自愿征订教辅
材料告家长书》， 呼吁家长基
于学生学业需要理性选择教
辅材料。同时，还公布了违规
选用教辅材料举报电话 ：
0731—84899742、84899756
( 纪 委 、 监 察 室 )；0731—
84899710(基础教育处)。

据悉，长沙各中小学严格
遵循“限年级、限学科、限范
围、限数量、限总额”原则。

经市教育局同意，普通高
中学校在毕业年级可按“一科
一辅” 原则自行选用教辅材
料。“限数量” 要求严格执行
“一科一辅”原则，相关学科只
能推荐选用一种同步练习册、
一种寒暑假作业、一种历史图
册、一种历史(地理)填充图册、
初高中毕业年级选用一种考

试辅导材料。“限总额” 要求每
生、每学期推荐选用的教辅材料
总费用实行总额控制，其中高一
年级不得超过200元、 高二年级
不得超过350元 (含考试辅导材
料)、 高三年级不得超过420元
(含考试辅导材料)。

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含子弟学校)教辅材料、专题教
育读本、地方课程读本实行“一
费制”免收，由财政集中支付。各
区(县市)免费向学生提供专题教
育读本、地方课程读本，需报市
教育局同意后再行征订。

高中阶段教辅材料堆积如
山的情况比较突出。对此，长沙
市教育局要求，高中阶段教辅材
料在“一教一辅”的前提下，坚持
自愿原则，学校公示公开教辅材
料目录 (包括教辅材料书名、出
版单位、价格等)，由学生家长自
愿选择是否征订。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本报8月16日讯 今年6月参
加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考生
们注意了：考试成绩将于8月22日
上午9时公布。和往年相比，今年
查分入口有较大改变， 取消了通
过99宿舍网和收费短信查分的方
式， 考生届时可到中国教育考试
网（网址:�http://cet.neea.edu.
cn/cet） 与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网址:�http://www.chsi.
com.cn/cet） 免费查询成绩。此
外，日语四级及六级考试、德语四
级及六级考试、 俄语四级及六级
考试、 法语四级考试成绩也将同
时公布。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周思悦 毛丹

英语四六级考试
成绩8月22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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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接近尾声， 你是不是
在朋友圈里周游了世界？不少人
发现， 正在欢度暑假的老师朋
友， 是朋友圈里晒游玩照片的
“一支大军”。这两天一则“某校
禁止教师暑期出游发朋友圈的
通知”在网上被疯狂转发，也引
发了很多长沙老师们的关注。老
师们旅游晒照片该不该被禁止？
长沙老师暑期在忙什么？16日，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通知】禁止老师在朋友圈
晒游玩照片

这则疯狂转发的“通知”指
出，老师们平时工作非常辛苦，
假期旅游本无可厚非， 但面对
炎热酷暑、南方水患，绝大多数
从业者紧张工作， 甚至休息时
间和假日时间尚且无法保证，
带薪休假在很多领域尚无法得
到全面落实， 极易并已经引发
非议，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请各
位老师今后不要在朋友圈晒自
己及家人外出游玩的照片和视
频，更不要发表评论。希望老师
们能够理解并积极配合。

虽然无从考证这则“禁令”
发出的具体学校名称， 但这无
异于给正在外出旅游的老师们
“泼了一瓢冷水”。对此，周南梅
溪湖中学秦有才老师表示，禁
止中小学老师出游发朋友圈是
没必要的， 也是不应该的。“教
师传道授业解惑， 需要不断更
新知识，提升素养。寒暑假我们
自费出游， 开阔视野、 体验人
生， 然后通过朋友圈与亲友们
分享，这有什么不对呢？”岳麓
区阳明小学邓婕老师刚刚旅游
归来， 她对此也深有同感：“老
师通过暑期出游， 增加自己的
阅历， 在微信朋友圈中留下美
好回忆， 通过这种方式能更好
地记录生活的点滴， 还能将所
见所闻传授给孩子们。”

不过， 网络上也有很多网
友对这则“通知”表示理解。网友
“@安好”就认为，学校发这个通
知没有恶意， 不是不让老师去
玩， 而是对老师的一种保护措
施。“和不要炫富是一个道理”。

【调查】长沙教师暑期很忙

如果你以为暑假老师们只
是在旅游、休息，那就大错特错
了。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多所学
校的老师们暑假都很忙， 甚至
都没有休息。

长沙市教育部门透露，为
赶在秋季新学期开学前完工，
长沙城区现有400多所学校正
冒着高温进行各类提质改造建
设， 而这些工程项目的负责人
大多是学校的行政人员。另外，
由于长沙中招工作刚刚结束，
各学校相关负责人还要利用假
期为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做准
备，其中包括人事安排、课程设
置、分班考试、军事训练、体质
健康监测，以及教室、校服、教
材等盘点工作。

老师们暑假的另一个重头
戏就是培训。培训层次从学校、
区、市、省到全国级的都有，时
间短则四五天，多则半个月。培
训结束后， 老师们还要完成各
种考核。邓婕在7月初就参加了
英语教师培训， 她认为暑期充
电是自己每个假期的“必修
课”。“平时当老师， 暑假当学
生，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常态。”

此外， 由于各级各类体育
比赛、夏季体育训练营、学科竞
赛等往往安排在暑假， 许多老
师必须带队参加比赛或活动，
并未休假。 长郡中学华接春老
师介绍， 每年的国际中学生数
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暑假举
行，自己是指导老师，所以假期
里能休息的时间比较少。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老师旅游不许发朋友圈？你怎么看
一则“老师暑期旅游禁晒照片”通知引热议 调查：长沙老师多在忙培训、带队比赛等

高三学生荐用教辅不得超420元/期

“禁止教师暑期出游发朋友圈”引热议
反对者：没必要，也不应该 赞同者：对老师的一种保护 记者调查：长沙老师暑期很忙

本报8月16日讯 近年来
儿童先心病发病率上升，已经
跃居新生儿出生缺陷首位。随
着二孩的全面开放，高龄产妇
的增多， 先心病防治刻不容
缓。 省儿童医院专家呼吁：儿
童先心病大多可通过孕期B
超检出，如果准妈妈们在孕检
中检出孩子患有先心病，可到
该院心脏中心咨询，再决定孩
子到底能不能留下。

两周岁的双胞胎姐妹琴
琴和瑶瑶来自湖南永州市祁
阳县，自出生起，便被确诊患
有同一种先天性心脏病。据
了解， 先天性心脏病是最常
见的小儿先天性心脏畸形疾
病， 发病率占新生婴幼儿总
数的0.8%， 且近年来仍在逐
年上升， 目前已经跃居新生
儿出生缺陷首位， 对患儿的

生命健康威胁极大。
目前，我国出台了儿童重大

疾病先心病治疗救助政策，已经
在部分省份实施。省儿童医院心
脏外科护士长、主管护士罗天女
告诉记者，目前医院已落实儿童
重大疾病先心病治疗救助政策，
贫困先心病患儿家长（监护人）
可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新农合
证卡和县级以上医院诊断病历，
向试点地区新农合管理中心提
出救治申请。同时，医院也引入
了爱佑华夏基金与民政部合作
设立的孤贫先心病患儿“爱佑
童心”手术治疗项目，3年来，已
有500名家庭贫困的先天性心
脏病儿童成功接受资助救治，
对来自贫困家庭的新生儿患者
均有相关的资金资助， 最高资
助可达4万元。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先心病发病率逐年上升
高龄妈妈生二胎要警惕

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 不少
高龄妈妈选择生二孩， 尤其要提
高警惕。 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
生张凯表示，怀孕前三个月，尤其
是4-8周左右，是婴儿重要发育时
期， 此期间心脏结构逐渐开始发
育。而遗传因素、染色体基因疾病、
怀孕期间受的外界因素、 环境因
素均可能影响婴儿患先天性疾
病。 张凯建议高龄妈妈们提前进
行孕前检查，筛查疾病，减少患病、
用药及电子产品的辐射。此外，儿
童先心病大多可通过孕期B超检
出， 如果准妈妈们在孕检中检出
孩子患有先心病， 可到儿童医院
心脏中心咨询。

8月16日，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演员进行精彩的杂技专场义演。当天，
2017年“八月惠民演出季———湖南杂技走进社区”启幕，为社区群众送上精
彩绝伦的文化大餐。 记者 徐行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演艺惠民
杂技表演进社区

提醒

儿童先心病大多可通过
孕期B超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