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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喉咙被切除，一年学会“食道语”
头半个月只做一件事：打嗝 愿意免费教喉癌患者发音
本报11月6日讯 武侠
小说中，高手都用“腹语”交
谈，一般人学不会。和普通
人靠声带和喉咙发声不同，
50岁的邵阳人刘志恒 （化
名）会“食道语”，但他并不
是武林高手，而是一名切除
了喉咙的喉癌患者。
今天下午， 老刘使用
“
食道语” 和记者在电话中
交流了一番。 他说话时，音
调高低差别较小，爆破音较
重，听起来就像普通人得了
感冒，但并不影响交流。

么努力都没法发声，于是，那
半个月， 老刘从早到晚只做
一件事，就是对着空气吸气、
打嗝，一天练习上千次。
半个月后，老刘已经能
够顺利地发出响亮的嗝音，
随后，他开始在发嗝音时发
出其 他简 单的 音 节。“1、2、
3……”老刘从数数开始到简
单的汉字发音， 重新学习说
话。终于，练习了将近一年的
时间， 老刘可以再次和人正
常对话交流。

武陵源景区
层林尽染
11月5日， 张家界武陵源
区核心景区天子山，层林尽染，
秋意浓浓，美不胜收，吸引游客
纷至沓来。
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依靠食管储气振动发声
一天练习打嗝上千次
老刘 告诉 记者 ，2014
年， 他因喉癌做了完全喉
切除手术后， 其唯一支撑
的环状软骨被切掉， 气管
造口处疤痕挛缩变窄。
“那时候很绝望，觉得
自己废了。” 老刘说，2014
年做完手术后， 一个音都
发不出来， 一度让他感到
绝望， 不久后， 医生告诉
他， 可以用食管代替声带
“说话”，他决定试一试。
“
要先从打嗝开始，需
要决心和耐心，打嗝只是发
声的第一步。”老刘回忆说，
刚刚开始学习打嗝的时候，
尽管有医生指导，但自己怎

热心的老刘说，“我愿意
免费教喉癌术后患者学习食
道发音， 让每一位喉癌患者
都能说话”。
“
食道发音是依靠食管上
段的少量储气振动食管入口，
产生声源，通过口唇、舌体、腭
部的构音动作形成声音”，省
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肖旭平介绍，喉癌是头颈
部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
十万分之一。
“
约有1%～5%的
喉癌患者因为担心术后无法
发声而放弃手术机会，其实不
用担心， 就算做了全喉切除，
还可通过食道发声， 难度也
不大。”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梁辉 刘小白

株洲126个贫困村今年将全退出
本报11月6日讯 株洲
市昨天召开的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大会明确， 今年完
成炎陵、 茶陵两个贫困县
的摘帽，同时全市126个贫
困村全部退出。
目前， 株洲市有未脱
贫人口96404人， 贫困村
126个。按照省委、省政府
要求， 今年该市要完成炎
陵、茶陵两个贫困县摘帽，
攸县、醴陵市、株洲县完成

年度脱贫计划，126个贫困村
全部退出，炎陵县、茶陵县建
档立卡贫困发生率控制在
1%以内，攸县、醴陵市、株洲
县建档立卡贫困发生率控制
在1.5%以内。
株洲市在全省率先制定
出台了《2017年贫困退出验收
实施方案》，明确贫困户脱贫、
贫困村退出及贫困县摘帽标
准、验收工作程序、时间节点
和各级责任。 ■记者 李永亮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7 年 11 月 6 日
开奖号码:
第 2017303 期
4 9 7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0
872
906880
组选三
346
0
0
组选六
173
2496
431808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 年 11 月 6 日 第 2017130 期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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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期 奖 池 ： 1152366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注数
中奖
(全国)
条件
○○○○○○○
0
○○○○○○●
○○○○○○
○○○○○●
○○○○○
○○○○●
○○○○

14
138
783
6351
13076
7629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1
139
318
1712

0
14238
2888
200
50
10
5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感动湖南候选人事迹展

扶贫帮困，他贴钱赡养百余名老人
本报11月6日讯 正当生
意风生水起时，赵峻却抛下一
切回到家乡扎根老年公益事
业。两年来，赵峻与员工一起
参与医疗知识和护理培训，他
既当院长又当护工。“看着老
人快乐地度过余生，我就心满
意足了。” 在公益的人生道路
上，赵峻的付出也收获了乡亲
们的掌声，他先后获得常德市
“
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安
“
最美乡贤”等荣誉称号。
乡县
赵峻的老家在常德安乡
焦圻镇，他出生不满8个月父
亲便因病离世。15岁那年，赵
峻背井离乡前往怀化打工，
当过酒店服务员， 开过出租
车。2002年，赵峻在怀化一所
驾校当上了教练。 经过长期
的打拼， 他在怀化创办了一
所私人驾校。
正当赵峻的事业风生水
起的时候，母亲打来电话说，
远房亲戚家一位留守老人在
烧柴火洗澡时窒息死亡。母

亲忐忑不安地说，家乡像这样不
肯跟子女生活的留守老人，因无
人照料， 已经过世了好几人。赵
峻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想想自
己在外漂泊了这么多年，很少尽
到当儿子的责任。“事业再成功
又怎样？ 不能陪着老人就是不
孝。”于是，在家乡创办老年公寓
的想法涌上心头。
目前，赵峻收留的近百名老
人中，大都来自湘鄂边界十里八
乡， 其中有6位残疾老人和16位
农村特困老人在老年公寓享受
终身免费护理。 赵峻还决定，今
后将对残疾老人和农村特困老
人长期实行免费。
目前， 建筑面积3680平方
米、设计床位200张以上、总投资
1200万元的湘北老年公寓挺立
在原焦圻古镇上。 回到家乡以
来， 赵峻不仅投资创办老年公
寓，还在家乡捐资助学、扶贫帮
困， 整日穿行在家乡的田间小
道，沟巷湖泊。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白德富

重庆新增一国家4A级旅游景区
2017年10月26日，经重庆市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
定，重庆彭水摩围山达到4A级旅游
景区标准的要求，拟批准为4A级旅
游景区，公示期为2017年10月26日
至11月3日。 摩围山景区已正式成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彭水县地处
渝东南， 是重庆唯一一个以苗族为

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孕育了巴渝最
古老的“黔中文化”和“盐丹文化”，民
族、生态、文化是彭水三大名片。彭水
县可谓是乌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除
了4A级旅游景区摩围山以外，还拥有
4A级旅游景区蚩尤九黎城、4A级旅
游景区阿依河。 彭水摩围山景区作为
重庆市最年轻的4A级旅游景区，地处

贷款业务员
做戏骗贷款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 株洲警
方通报了一起近期破获的诈骗案。
据受害人宋先生回忆，今年4月，
他受约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的湖
南某帆投资有限公司领取一笔15万
元的贷款，等待时，突然冲进几名陌
生男子对他大打出手，其中一男子掏
出匕首朝宋先生大腿上猛刺。 不久，
有人以他儿子的身份找到贷款公司
业务员张某，以宋先生受伤急需住院
费为由把钱领走。
经审讯，业务员张某承认这一切
都是他策划的。 张某交代， 今年4月
初，他以投资公司业务员身份帮宋先
生办理贷款15万元。他要宋先生将贷
款卡和密码交给他，谎称会把钱取出
来再交还给宋先生，实际上却把钱转
到自己卡里。 面对宋先生的不断追
问，张某于是精心策划了这场“戏”。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田虹 刘峥嵘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南部， 距县城
25公里， 距重庆市主城2.5小时车程。
平均海拔1500米，面积10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91%，年均降雪日数40天,负
氧离子含量高达11万个/cm3，是“中
国森林氧吧”。
目前湖南宝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推出重庆武隆彭水九黎城阿依河双
飞五日游，11月16日开始每周三/四/五
发班，可到宝中各门店咨询。■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