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4日，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输液大厅，患儿在家长的陪护下输液治疗。医生提醒市民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
作，特别是及时为儿童添加衣物，减少户外活动。 傅聪 摄

福彩刮刮乐即刮即中的简单
快捷，一直受到很多彩民的追捧，
三湘大地不断传来各种刮刮乐喜
中一等奖的喜讯。 今年截至11月
30日， 我省共计中出刮刮乐一等
奖126注，给众多彩民带去了无尽
的欢乐。 福彩刮刮乐家族中都有
哪些成员呢？

“欢乐彩蛋”传递欢乐
面值20元的福彩刮刮乐“欢

乐彩蛋”，一等奖100万元。该票采
用了市场主流的对数字玩法，市
场接受度高，对比次数多；结合主
题，增加刮出一个“彩蛋”图符即
中奖金，刮出“一对彩蛋”图符即
中下方奖金两倍的玩法， 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带给彩民“物有所
值”的游戏体验。

“扑克风云”开启风云时代
刮刮乐“扑克风云” 面值10

元，最高奖25万元，于今年11月14
日才登陆三湘大地。 独特的创新
理念，打破传统，利用金属墨印刷
凸显画面整体质感， 使该票颇具
收藏价值。“扑克风云”采用简单
的卡通玩法，依据《奖金对照表》，
刮出花色黑、红、梅、方，即可中出
25万元-500元等中高奖项， 刮出
J、Q、K、A�，即可中得10-100元中
低奖项，简单而富有乐趣。

“天下名楼·岳阳楼” 尽显湖
湘文化

刮刮乐“天下名楼·岳阳楼”
是我省第三款独具湖南特色、以
岳阳楼的自然历史背景和人文精
神为主题的刮刮乐，面值10元，最
高奖金40万元。 彩票共有两个玩
法。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任
意一个“我的号码” 与任意一个
“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

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玩法二：刮开覆盖
膜， 如果刮出一个岳阳楼样子的
图符，即可获得50元奖金。 ■木子

本报12月14日讯 目前
正值流感疫情活跃季节，儿
童、青少年免疫力较差，易被
传染。长沙市疾控中心提醒：
湿冷天气利于病菌存活，当
前流感、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
泻、 猩红热等学生常见传染
病易高发， 学校和托幼机构
应做好晨检、 因病缺课登记
和追踪等各项防病措施，严
防聚集性传染病疫情。

孩子反复生病
家长担忧交叉感染

湿冷天气下，学校、幼儿
园等集体单位由于人群聚集
是流感高发场所。 家住长沙
市开福区伍家岭的刘女士这
两天很纠结， 三岁的儿子上
个星期在幼儿园感冒发烧，
感冒稍好一点， 又断断续续
出现咳嗽。12月13日，刘女士
送儿子上幼儿园才发现一个
班几乎三分之二都患有感
冒， 不是挂着鼻涕就是在咳
嗽。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止
刘女士有着同样的担心和困
扰， 不少家长也表示在幼儿
园里，宝宝太容易生病。除了
本身抵抗力弱， 幼儿园集体
爆发流感交叉传染也让有些
家长选择将孩子留在家里。

省儿童医院日接诊量
超千人次

冬季流感已进入“高发
期”，来自湖南省儿童医院急
诊科的数据显示， 最近一周
该院急诊科接诊8150人次，
每天接诊量都在1000人次以
上，80%以上是上呼吸道感
染。 记者同时从湖南省人民
医院了解到， 今年11月该院
儿科急诊就诊人数为1.7万
余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1.7%;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

该院儿童急诊就诊人次为
4834人次， 其中呼吸道感染
2289人次。

长沙市疾控专家表示，
目前是流感高发季节， 全身
症状明显、两岁以内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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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建议：
患儿治愈后方可返校

12月14日， 记者从长沙
市疾控中心获悉， 冬季流感
爆发， 湿冷天气致学校及托
教所孩子患病接连不断，主
要是出现了交叉感染。 幼儿
园应严格做好晨检， 通过晨
检把传染源隔离出去。

湘雅路某幼儿园一位幼
师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学校
发现某个孩子生病了， 应该
回家休息， 有些家长却不肯
配合，理由是家里无人照顾。
长沙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
科副主任、 主管医师张恒认
为：“患病孩子留在幼儿园，
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照
顾，病情有可能加重，还更容
易被其他的病毒传染。 另一
方面， 患儿也容易把病毒传
染给其他人。所以，幼儿园需
要做好与病患幼儿家长的沟
通解释工作。”

张恒建议， 儿童居室及
教室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
每日至少3次， 每次15分钟。
托幼机构及小学要认真开展
晨、 午检工作， 每日做好教
室、文具、玩具和餐具的清洁
消毒； 发现可疑者应通知停
课，并及时就医。学校及托幼
机构要把好返校复课关，患
儿需持正规医疗机构开具的
复课证明方可返校。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赵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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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反复生病，到底要不要送幼儿园
流感袭来，学校和托幼机构成高发区 疾控部门：为防交叉感染，患儿最好治愈再返校

福彩刮刮乐
越刮越欢乐

“扑克风云”；“欢乐彩蛋”；
“天下名楼·岳阳楼”。

本报12月14日讯 今天下
午，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携手湖南新物产物贸有限
公司开展“关爱出租车司机”义
诊活动 ，为70余名出租车驾驶
员提供专科检查等多个项目的
免费体检。

该院肛肠二科主任李帅军
介绍，在该院治疗肛肠疾病、颈
肩腰腿疼等疾病的驾驶员占大
多数。对此，李帅军表示，司机
职业病已经成为司机生命健康
的一大杀手， 至少有六成以上
驾驶员患有肛肠疾病。

李帅军建议，驾驶员们每隔
45分钟就应该下车活动活动，以
促进血液循环， 减少痔疮发生。
此外，李帅军表示，的哥的姐们
要尽可能按时按点吃饭，少吃辛
辣、煎炸、肥甘、厚味等刺激的食
品。收车后少喝酒，多饮水，多吃
新鲜的蔬菜水果。每天保持大便
通畅，讲究个人卫生，如患病需
及时到肛肠科就诊。
■记者 李琪 见习记者 陈舒仪

六成出租车司机
患肛肠“职业病”

本报12月14日讯 思政
课成全校最受欢迎的“魅力
课”、 网络成果可算作辅导员
科研成果……今天， 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举行思想政治工作大
会，记者从现场获悉，该校积极
创新思路举措， 思想政治工作
成果颇丰，引发广泛关注。

上了一个学期的“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后，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学生陈双惊喜地
发现，大学的思政课跟她想象的
“理论为主”的课堂不太一样，学
习形式多样化，参与性、实践性
也很强。

教师是课堂的“主理人”，
为了让学生真正爱上思政课，
该校思政课教师也全都“动”了
起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胡美灵透露，
最近， 围绕如何将十九大精神
及党的最新理论融入思政课教
学， 学院的老师们经常集体备
课，展开“头脑风暴”，持续推进
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提升学
生获得感。目前，该校的思政课

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公共课，该校
思政课老师也越来越受重视和
认可。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近日还
出台了《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下称《规定》）。在新媒体时代，网
络思政也成为重要的育人手段。
针对现状，《规定》提出，将优秀
网络文化成果纳入专职辅导员
的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
聘范围。对此，该校学工部副部
长李健林认为， 只要有正能量，
对大学生有正面的促进、引领作
用，都是好成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书
记赵运林表示，学校十分重视思
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发展，已积极
推进党务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和
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确保全校思想政治工作正常
有序开展。同时，也注重从高学
历、高素质的专业教师和管理干
部中选聘学生班主任，积极推进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构
建全面育人新机制。

■记者 黄京

思政课在这成最受欢迎魅力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