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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2日讯 今天上午，
在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内，
来自衡阳福利院的三名脑瘫患
儿，因无法正常进食，重度营养不
良。 医生将为他们进行内镜下经
皮胃造瘘手术， 通过皮肤建起一
条“隧道”，让食物直接进入消化
道中，解决孩子们的吃饭问题。

据了解，三个孩子年纪11岁，
由于出生时脑功能受损， 孩子们
无法正常进食。 福利院曾多次将
孩子送到当地医院治疗，但效果并
不理想。3个孩子均是国家“明天计
划”的救助对象，3人被福利院工作
人员送到了省儿童医院接受救治。
经过医院专家的诊疗，医院开展全
省首例儿科新技术“内镜下经皮
胃造瘘”， 为孩子实现一步到

“胃”，解决了孩子吃饭的问题。
该院消化内科主任游洁玉教

授说，对于不能经口进食的患者，
过去常用鼻胃管或鼻空肠管进行
肠内营养。内镜下经皮胃造瘘术是
指胃镜下经皮肤造口留置喂养管
或胃空肠管，以便经管内给予营养
物质，提供患儿足够的营养需求。

“这是我省首例儿科内镜下
经皮胃造瘘术。” 游洁玉表示，在
成人患者中， 内镜下经皮胃造瘘
术临床应用比较多。在我国，该项
技术在儿科领域刚起步， 此次手
术系我省儿科首例， 将帮助重症
患儿建立有效的营养支持途径，
改善患儿营养状况， 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易利纯 赵红梅

本报9月12日讯 今天是中国
预防出生缺陷日， 由中国人口宣
传教育中心发起成立的自我保健
联盟举行“爱孕”科普行动，省妇
幼保健院副院长、 省产前诊断中
心主任王华教授开展科普演讲，
呼吁育龄女性在备孕阶段和孕早
期加强营养干预，预防出生缺陷。

常见的出生缺陷有神经管畸
形、先天性心脏病等。经过多年来
的科普教育， 神经管畸形有所降
低， 但其他的出生缺陷形势依然
严峻， 先天性心脏病一跃成为我
国新生儿十大出生缺陷之首。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孕期缺
乏营养素与胎儿出生缺陷相关。”
王华建议，育龄女性在备孕(孕前3
个月) 及孕早期摄入富含叶酸的饮
食的同时，应补充含0.4mg-0.8mg
叶酸的多元营养素。

据了解，我省今年已启动3项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 包括孕

产妇免费产前筛查项目、 先天性
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新生儿耳聋
基因免费筛查试点项目。 凡符合
生育政策的孕产妇在孕中期，均
可到定点的产前筛查医疗保健机
构免费享受一次产前筛查服务。

父母双方或一方具有湖南省
户籍，经确诊患有先天性结构畸形
的贫困家庭0-18周岁患儿， 在湖
南省儿童医院、湘雅二医院、湘潭
市妇幼保健院、 郴州市儿童医院、
湘西州人民医院等5家定点医疗
机构接受治疗后，医疗费用自付大
于3000元的， 患儿法定监护人可
向定点医疗机构提出救助申请，救
助标准为3000元至30000元。

同时试点开展的还有为期1
年的新生儿免费耳聋基因筛查项
目，目前已经在10个县市开展，今
年预计筛查20000人， 取得经验
后将逐步在全省推行。

■记者 李琪

本报9月12日讯 高一新生
小张军训时总是感觉头晕，开
始他以为是高强度训练引起。
可军训结束后， 他头晕的症状
并未减轻， 只得由父母带到长
沙市第一医院就诊。“你之所以
头晕，是因为耳朵里面的‘小石
头’掉下来了。”医生通过仔细
询问检查后告知。

耳鼻喉科张俊杰主任当
即为小张进行了耳石复位治
疗，1小时后，小张又恢复了以
往的活力。“耳朵里面怎么会
有石头？” 小张的父母提出了
疑问。

张医生介绍， 人的耳朵分
为外耳、中耳、内耳，内耳有前
庭和耳蜗两个重要器官。 前庭
由三个半规管、球囊、椭圆囊组
成，前面我们说的“小石头”就
存在其中， 它是一些碳酸钙结
晶，平常贴附在耳石膜上，当受
到剧烈震荡时， 耳石就会脱落
下来，进入半规管，半规管内的
液体流动不平衡， 人也就平衡
不了了， 就产生了人们口中的
“晕”，这就是耳石症。

张俊杰介绍， 据最新研究
报道， 耳石症的终生发病率高
达2.4%， 约占眩晕门诊就诊量
的30%。 耳石脱落所致的耳石
症进行耳石复位后多能取得良
好的效果， 复位后患者需平卧
位2周，并避免剧烈活动。耳石
症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
老年多发，且会反复发作，需引
起大家的重视， 眩晕发作时应
立即就近坐下或躺下， 以免摔
倒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宋喜

本报9月12日讯 “我们
渴望能够像其他同龄人一样
上大学， 但高额的学费和生
活费用让我们的家庭为难。
如果没有你们的援手，也不
会有我们这些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在这里相聚。因为你
们，我们才能去上海开始新
的学业和生活。” 今天，在民
进湖南省委举行的“精准扶
贫， 宏善教育” 助学帮扶学
生赴上海学习欢送仪式上，
来自怀化的贫困学子吴毅
感激地表示。当天，包括他
在内的25名家庭贫困初中
学子将到上海开放大学直

通车班进行为期 5年的学
习， 学生所有费用总计300
万元全部由上海海川剑鑫
教育集团资助，毕业后他们
还将被推荐到相应企业就
业。

“宏善教育扶贫项目”由
民进会员、 上海海川剑鑫教
育集团董事长奚剑鑫先生
牵头发起， 旨在对贫困地
区、贫困家庭开展教育扶贫
结对工作， 已累计帮扶全国
26个省市3600多名农民工子
女就学。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肖媛

本报9月12日讯 近日，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
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
下发通知，进一步规范全省
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收费
管理有关事项。 通知明确，
省属公办幼儿园根据“同城
同价”原则，实行备案管理，
其保教费、住宿费不得高于
长沙市同类幼儿园收费标
准。

通知规定， 小学1—2年
级不得推荐使用教辅材料，
但向学生免费提供的小学
1-3年级同步教学实践训
练，仍按原规定执行。普通高
中学费标准分省级示范性高
中和其他高中两个档次，分
别为每生每期1000元、800
元。 经省教育行政部门评定
的特色教育实验学校参照执
行省级示范性。

通知明确， 中小学校学

生入学后因故退学、 转学或
请假的， 除已终结商品买卖
和劳务服务关系的代收费项
目外，其他收费由学校实行
按月退费（学年按10个月计
算）。中途转入的学生，按实
际在校月数和应分摊的收
费标准收费。 不足一个月
的，按一个月收费。幼儿入
园后因故中途转园、退园或
请假，要求退费的，保教费
和住宿费按月计退， 伙食费
按周计退。

此外， 通知指出民办学
校应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规
范定价程序和收费行为,在
未制定具体的定价制度前，
不得随意制定和调整收费标
准。 如需调整学费标准要充
分听取学生及学生家长意
见， 并提前60天向学生做好
宣传解释工作。

■记者 卜岚

我省4部门联合发文，规范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收费管理事项

民办学校调整学费需提前60天解释

9月12日上午，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幼儿园，老师展示湘绣团扇作品。当天，
一场别样的“湘绣进校园”开学礼在该园举行，近200个不足5岁的萌娃手执团扇，
和家长们一起体验湘绣非遗文化。本次活动由省湘绣研究所、华声全媒体等单位主
办。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萌娃体验
湘绣非遗文化

皮胃建“隧道”给脑瘫孩子喂食300万元资助
25名贫困学子去上海上学

本报9月12日讯 近日，
全国创业引领者专项活动暨
创业培训讲师大赛在重庆举
行。经过激烈角逐，我省3名
选手取得骄人成绩。其中，郴
州选手黄虹辉以总分排名第
二的成绩荣获个人综合能力
赛二等奖， 并获得了三个直
接晋升国家级培训师的名额
之一； 株洲选手李聃以总分
排名第四荣获三等奖， 并获
得直接参加国家级培训师选
拔资格； 长沙选手吴轩辕获
得优胜奖。

在课程设计作品赛中，
我省选送的六件作品共有
五件进入前20名并获奖。其
中，长沙选手胡玮和湘潭选
手胡华分别荣获课程设计
作品第二名和第四名，均获

得课程设计作品二等奖。长
沙选手周红金、邵阳选手祝
越广、衡阳选手黄勇获得课
程设计作品佳作奖。我省成
为全国获奖项目最多的省
份，被人社部评为“优秀组
织奖”单位。

据了解， 全国创业引领
者专项活动暨创业培训讲师
大赛于 2017年 3月正式启
动，并发动5万余人参加“点
亮马兰花” 在线启动仪式。
2017年4月， 各省开始组织
市级初赛、省级分赛，经过层
层赛程比拼，共有24个省、自
治区、 直辖市58名讲师选手
晋级全国总决赛。 同时各省
还推荐了134个课程设计作
品参加单项奖角逐。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玮

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收官
我省3名选手获奖

干预出生缺陷，我省已有3救助项目

耳朵内掉石头
新生军训总眩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