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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本报12月6日讯 通常发生
在中老年人群中的脑出血， 竟出
现在一名5岁的孩子身上。省脑科
医院成功为一名突发脑出血的5
岁女童实施手术，为其拆除了“脑
中炸弹”，今日，孩子康复出院。

据佳佳（化名）的妈妈介绍，
11月25日， 佳佳起床后突然感到
头部剧烈疼痛、并频繁呕吐，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脑出血，“元凶”是
左侧颞叶动静脉畸形。12月4日，
省脑科医院医生为佳佳进行了左
侧颞叶动静脉畸形切除术和血肿
清除术。

常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的脑
出血， 怎么会出现在年幼的佳佳
身上呢？ 省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

主任医师陈亚军介绍，儿童“自发
性脑出血”多因动静脉畸形导致，
像佳佳这样无明显诱因的头痛较
为常见。

出血、癫痫、头痛、神经功能
缺失是常见的临床表现， 发病年
龄多在20-30岁， 人口发病率为
0.1%-0.4%。 儿童动静脉畸形约
占所有年龄段的20%， 年出血率
约2%-4%，有“定时炸弹”之称，
近年来， 发病率也呈现增高的趋
势。“畸形血管破裂可致脑内、脑
室内和蛛网膜下腔出血， 患者出
现意识障碍甚至生命危险； 少量
出血时症状并不明显， 儿童又缺
乏表达能力，往往容易被忽视。”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珊

本报12月6日讯 因在屋内用
木炭烘烤衣服， 永州市宁远县一
家五口深夜被放倒 。12月5日，中
毒的两名大人和三名小孩被紧急
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经过救治， 目前一家人已经脱离
生命危险。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患者丈
夫到现在还后怕不已。据他介绍，
4日晚， 妻子在屋内烧炭烘烤衣
服。5日一大早他推开房门叫家人
起床时， 才发现妻子和妻妹以及
三个小孩已经昏迷了。“我连忙打

开门窗，让空气迅速流通。很快，
120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任徐自强介绍， 冬季是一氧化
碳中毒的高发时期， 特别是在中
心城区外及外来人员居住密集的
地方， 因条件所限只能烧炭或烧
煤取暖。他提醒，如果选择这种取
暖方式，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一
旦发现有人煤气中毒， 应先把中
毒者放在通风处， 并立即拨打
120。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振

本报12月6日讯 记者今日从
省儿童医院了解到， 冬季儿科进
入季节性疾病高发期， 患流感等
疾病的儿童患者数量明显增加。
我省儿童冬季季节性疾病发病情
况如何？家长应该怎样注意？记者
采访省儿童医院相关专家。

据流感监测显示， 今年流感
是乙流， 大部分患者表现为持续
高热， 一般体温多超过38.5摄氏
度，持续超过3-5天。不同年龄的
儿童， 患流感的表现不同。 省儿
童医院呼吸一科主任医师施弦透
露，年长儿童、学龄儿童大多与成
人表现相似，起病快，高热 (体温
可迅速升至39-40℃)伴有畏寒 、
喉咙痛等 。但儿童流感比成人更
容易引起肌炎，较典型表现以“小
腿肚子”疼痛为甚。

婴幼儿表现跟其他一般呼吸
道病毒感染相似较难区分 ，这个

阶段的孩子病情进展快， 因呼吸
道狭窄，感染后易发生喉炎(严重
者可致喉梗阻)、 肺炎 (易发生痰
阻)等并发症。

出生小于6个月的小婴儿，因
为存在母体抗体， 所以一般情况
下发病较少。 但感染后会表现类
似败血症：全身症状严重，少吃少
动，整日嗜睡，可发生呼吸停止等
严重后果。

施弦强调， 全身症状明显、2
岁以内尤其是6个月以内婴儿有
症状者、 既往有基础疾病如“哮
喘”“肾病”“先心病” 等患儿为高
危人群，需尽快就诊。

儿童感染病毒后容易感染给
家庭成员， 也可能作为传染源将
病毒带至幼儿园、 学校等公共场
所，所以更加需要引起重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雅雯 姚家琦

冬季儿童常见病多发，今年小心乙流
提醒：“小腿肚子”痛可能得流感

本报12月6日讯 “幼儿
园从孩子的心灵和成长出发，
设计出的课程激发了孩子们各
种想象力和创造力， 让孩子有
了多语言跨文化的意识和能
力。”今天上午，法国教育部汉
语总督学、 法国国家东方语言
文化学院教授白乐桑， 走进长
沙市雨花区万婴凯恩新城新世
界幼儿园， 感受长沙幼教理念
并为之“点赞”。

幼教理念获“中国通”点赞

白乐桑在法国从事推广汉
语教学工作长达30年， 此次走
进万婴凯恩新城新世界幼儿

园， 希望能够在体验中进一步
深入了解中国的基础教育理
念、传统文化。

“白爷爷，大象用法语怎么
说？小猫呢？…”欧洲二班的孩
子们很是兴奋。刚走进大班教
室，白乐桑就与孩子们“打成
了一片”。 该园园长张志敏介
绍：“孩子们在区域游戏中‘玩
中学’、‘做中学’，他们可以自
主地操作、探索，这样能够充
分保护孩子的天性，而且园区
的教育理念与国际接轨。”白
乐桑“点赞”道：“从小培养孩
子的发现精神和‘地球村’的
国际观，对未来的发展十分重
要！”

法国超十万人学习汉语

白乐桑介绍，目前，法国学
习汉语的人已经超过10万，其
中50%处于基础教育阶段。仅
在巴黎市区已有26个小学开设
汉语课。“学校把汉语当作正规
科目， 而且是高中毕业会考必
考科目。对于法国学生来说，汉
语已经成为‘王牌’。”

对于法国出现的“汉语热”，
白乐桑表示，这不仅缘于“中国
国家地位提升”，还缘于“中国文
化的吸引力”以及地球村发展大
势所趋以及掌握汉语带来的竞
争力。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杨斌

治疗流感并不麻烦， 常用病
毒性抗原检测和血清学抗体检
测，医生通常会开具口服药物，只
有少数评估为重症患儿才需要住
院治疗。

在预防流感上， 出门去公共
场所应戴口罩； 被流感患者飞沫
污染的物体接触也能传播， 所以
勤洗手、 科学洗手是减少传播的

重要方法。 同时如果您有咳嗽打
喷嚏等症状，请使用纸巾包裹，以
减少飞沫传播病毒。

每年的流感都会有特制的疫
苗，6月龄以上儿童均可接种(除个
别对于疫苗过敏者)，对于家中有6
个月以下孩子需要照顾的，建议家
庭成员接种 。 对于预产期在流感
流行季节的孕妇亦可考虑接种。

家有半岁幼儿，最好全家接种疫苗

5岁女孩脑出血，医生拆除“脑中炸弹”

烧炭火烤衣服，一家五口午夜被放倒

法国掀“汉语热”，超十万人学汉语

本报12月6日讯 今日下
午， 第二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湖南 ) 在宁乡高新区湖南省
大学科技产业园举行。最终，
共有14个技术需求企业与16
个挑战单位签订了意向合作
协议， 合同金额合计6090万
元。

挑战赛是针对企业具体
技术创新需求，通过“揭榜比
拼”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解决方案的研发众包服务活
动。此次大赛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技术需求171项， 需求来源
于全省14个市州，覆盖电子信
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
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
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
造与自动化等8大领域。 经过
分析甄别分二批对外发布148
项技术需求，重点针对其中的
36项需求征集了54个解决方
案。

现场挑战赛有8个团队挑

战3项企业技术需求，25个研发
团队与12家需求企业进行现场
竞争对接，另有120余个科研团
队与90余家需求企业通过组委
会组织科技服务机构， 开展了
线下对接。

经现场挑战， 湖南大学温
和团队、 湖南太康电子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朱国富团队、 中南
大学胡军科团队等3个团队获
得“金点子奖”，其他5个挑战团
队获得“优秀奖”。

省科技厅副厅长周纯良
介绍， 省科技厅从2018年起，
将增设“需求导向”科技专项，
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通
过创新挑战赛等平台对接，联
合破解制约企业发展的技术
难题。对通过对接签订技术开
发合同的项目予以事前立项
事后补助的方式支持，补助金
额不超过企业投入资金额
20%。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慧

16个“金点子”价值6090万元
中国创新挑战赛在宁乡高新区举行

本报12月6日讯 12月
2日―3日，秉承“培优与扶
贫结合、 区域研训与支援
送教结合”原则，由长沙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幼儿园牵
头组织， 湖南省学前教育
学会音乐美术教育专委会
核心园所的30余名园长和
老师， 来到常德开启了继
怀化芷江站后的第二场幼
儿园音乐教育大型公益支
教活动。

本次公益支教团队由
长沙师范学院崔红英教
授、 艺委会邹怒驹主任带
队， 由湖南省委机关新湘
幼儿园、 长沙师范学院附
属第一幼儿园、 长沙市绿
城育华幼儿园、 张家界慈
利县粮食局幼儿园等八所
园组成， 前来参加研讨的
常德师生达一千多人。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薛婷婷 吴冰

省学前教育
学会常德支教

12月6日，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走进长沙幼儿园深入了解中国幼教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