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0日讯 记者今
日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湖南
省2017年成人高考成绩于今日
公布。

考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
询：

（1） 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
息 港 （http://www.hneeb.
cn/）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hu-
nan-zhaokao）；

（2）声讯台16885588（自
动）1607160（人工台）；

（3） 移动用户可以通过发
送“CJCK#”加“后12位考生号”
（如：CJCK#010203040506）至
1065899261； 电信C网用户可
以通过发送“CJCK#”加“后12
位 考 生 号 ” （ 如 :
CJCK#010203040506） 到
1062899261查询；联通用户可
以通过发送“CJ#”加“后12位
考 生 号 ” （ 如 :
CJ#010203040506） 至
1062899291进行查询。
■记者 黄京 见习记者 陈舒仪

今年湖南成人高考
成绩已揭晓

本报12月20日讯 再过45
天， 学生们就要放寒假啦！今
日，长沙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本
学期于2018年2月2日前结束
期末考试，2月3日起全市中小
学、职业学校、幼儿园统一放寒
假，3月3日结束。

新学期定于2018年3月3
日、4日（正月十六、十七）报到，
3月5日（正月十八）开始上课，
7月13日结束，全学期共19周。
暑假从2018年7月14日开始，
2018年9月1日结束。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长沙市中小学生
明年2月3日放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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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长沙万婴五一园，张杏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通讯员 罗松涛 记者 黄京 摄

2017.12.21��星期四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湘 校对 张郁文A09 要闻·科教卫

12月20日上午， 蒙牛集
团与国际足联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联合宣布， 蒙牛正式
成为2018年世界杯全球官方
赞助商。蒙牛旗下4大品类产
品获得了“国际足联世界杯
官方饮用酸奶”、“国际足联
世界杯官方预制冰淇淋”和
“国际足联世界杯大中华区
官方牛奶”、“国际足联世界
杯大中华区官方奶粉”的殊
荣。更值得骄傲的是，蒙牛
是国际足联在全球赞助商
级别首次合作的乳品品牌，
也是中国食品饮料行业成为
世界杯全球赞助商的第一个
品牌。

将于明年6月14日到7月
15日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
足球赛， 是2018年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体育赛事。 成为世
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后，蒙
牛将通过这一舞台向全球消
费者介绍天然、营养、美味的
蒙牛产品。

“牛奶与足球一样，能够为
大家带来健康与快乐。 成为国
际足联世界杯全球赞助商，是
国际足联对蒙牛品牌及产品品
质的高度认可。对于蒙牛来说，
这是一次走向世界的商业机
遇， 更是向全球展现中国乳业
的重要机会。 所以这不但是蒙
牛的骄傲， 也是整个中国乳业
的骄傲。”在发布会上，蒙牛集
团CEO卢敏放这样表示。 作为
国内在出海道路上走得最快、
走得最远， 拥有最多海外消费
者的乳企，蒙牛近年来与“一带
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地区开展
了奶源、研发、生产等方面的合
作， 产品销售到了6个海外市
场。借助世界杯澎湃能量，蒙牛
的国际化引擎将在2018年继续
加速，在“一带一路”沿线更多
国家开展产业链布局， 让全球
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天然、营养、
健康的蒙牛产品。

据了解， 作为全球官方赞
助商的蒙牛，4大品类27个产品
品牌都将共享世界杯权益，蒙
牛的品牌及产品将在俄罗斯世
界杯现场让来自全世界的消费
者品尝， 中国的蒙牛将成为世
界的蒙牛。 同时，世界杯期间，
蒙牛将邀请幸运消费者亲赴比
赛现场， 共享俄罗斯之夏的激
情与欢笑。 经济信息

国际足联向蒙牛赠送象征
2018世界杯的18号球衣。

蒙牛携手FIFA�世界杯迎来第一杯奶

本报 12月 20日讯 3年
前， 张杏成为湖南万婴教育集
团的一名幼师，颇为巧合的是，
这一年她也成为一名母亲。“不
管是幼师还是妈妈， 我都想做
到最好。但说实话，我也许是个
称职的老师， 但还算不上称职
的妈妈。”今天，在长沙万婴幼
儿园五一园采访张杏时， 隔着
她的眼镜， 记者看到她眼里微
微泛起的泪光。

“自己是幼师，孩子又在自
己的幼儿园， 很多人都以为这
应该能很好地照顾自己的孩
子。 但实际工作中其实很难兼
顾。”张杏告诉记者，儿子游游
并不是自己班上的孩子， 有时
候怕他看到自己会缠住不放，
影响教学， 甚至会特意和孩子
保持些距离。比如，同在二楼，
每次开展活动从游游的教室门
口经过时， 但眼睛却一直望着
本班的孩子。 有时候在室外活
动时， 游游看到妈妈抱其他的
孩子，就会使劲喊，但自己要装
作听不到而不予回应。“起初他

会嚎啕大哭，会吃醋生气，但现
在也慢慢好了。”

今天， 当张杏把班里最后
一个孩子安全送到家长的手中
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可小小
班的游游却还没有被接走。因
为， 他要等妈妈下班后才能一
起回家。窗外一片漆黑，空荡又
安静的教室里， 一个稚嫩的童
音响起：“妈妈，我害怕……”游
游小脸仰着， 眼神中充满了乞
求。“宝宝， 谢谢你陪我加班！”
望着儿子，张杏既感动又内疚。
她说， 偶尔在课间看到游游摔
倒了， 也不一定有时间马上跑
过去扶他或者安抚， 但是如果
自己班上的孩子摔了， 就一定
会立马飞奔过去。“在幼儿园
里，我首先是一名老师，然后才
是游游妈妈。 那么多家长把孩
子托付给我们， 没有理由不照
顾好， 不然对不起这份信任和
期望。”
■记者 黄京 见习记者 陈舒仪

本报12月20日讯 今天
上午， 湖南省疼痛专科医联
体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成
立， 并纳入国家级疼痛专科
医联体共同发展。 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
三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等
省内100家医疗机构加盟。

安乡83岁娭毑胸痛
专家远程会诊

马娭毑今年83岁了，最
近10多天胸口非常不适。家
人将她送进常德安乡县人民
医院就诊，医生初步诊断后，
建议请更权威的医生为娭毑
诊治。

经过老人家人同意，安
乡县人民医院通过新湘雅的
远程会诊平台， 向湘雅三医
院疼痛科主任黄东教授请求
会诊。通过视频通话，黄东仔
细诊治了马娭毑的病情，并
给出了指导性的意见。现在，
老人在安乡县人民医院进行
治疗，病情有所好转。

“随着人口老龄化及生
活方式的改变， 慢性疼痛疾
病已经成为了临床常见病和
多发病， 晚期癌症患者中癌
痛的发病率高达70%-90%。
基层患者为了解决一个疼痛
问题， 常常需要跑去不同医
院、挂号不同科室、看到不同
医生， 给患者特别是老年患
者带来非常大的不便。”黄东
表示。 目前， 湖南省虽有近

200家各级医疗机构注册了疼
痛专科， 疼痛执业医护人员近
2000人， 但疼痛专科人才仍缺
乏，尤其是高级专科人才匮乏。

四大线上功能
助患者能远离疼痛

“医联体成立后，充分运用
信息手段，线上实现四大功能：
远程会诊， 包括住院会诊和实
时门诊； 通过平台实现双向转
诊，资料无缝对接；专家课堂，
及时发布学科最新进展； 学科
交流，建立疼痛专科专家联盟，
分层组织管理。” 黄东介绍，线
下还可根据医联体内医疗机构
的实际需求，实现定点帮扶。同
时， 加大疼痛科普知识的宣传
力度，让人民群众了解疼痛，重
视疼痛，最后远离疼痛。

经过几年的努力， 医联体
将实现四个目标： 一是探索全
省疼痛专科医疗资源一体化的
共享模式， 明确各级医疗机构
的功能定位， 引导患者有序就
医，有效实施分级诊疗；二是建
立规范的临床医疗体系， 推广
疼痛专科诊疗规范， 确保医疗
安全； 三是建立完备的省内疼
痛专科医师培养体系， 培养高
水平的疼痛专科医师； 四是加
强省内各级医院疼痛学科的交
流合作， 建立疼痛专科医师交
流平台， 促进湖南省疼痛学科
临床及科研发展。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国清 蒋凯

湖南省疼痛专科医联体成立 首批100家省内医院加盟

基层患者家门口可享专家诊治“疼痛”

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

张杏老师每天都是最早到
园，最晚离园，她爱班上的孩子
胜过自己的孩子！

五一园天天妈妈

家长点评

本报12月20日讯 “医生，
我的脚趾好痛啊。”11月中旬，
长沙30岁的王先生一瘸一拐地
走进省第二人民医院， 检查发
现，他的尿酸水平高达800微摩
尔/升， 几乎比正常值多了一
倍，医生确诊他为痛风发作。

王先生是长沙某旅行社的
负责人， 每晚都会和朋友吃烧
烤、海鲜、啤酒、炸鸡等。

12月19日， 王先生在接受
治疗后出院。 痛风本是中老年
疾病，怎么这么年轻也得此病？

“痛风高发于40岁以上人
群，现在逐渐低龄化，主要与现
在饮食结构的改变和暴饮暴食
有很大关系。”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骨关节科主任李宝军介
绍，“预防痛风很简单，管住嘴，
多喝水，迈开腿。”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石荣

每晚吃烧烤喝啤酒
30岁小伙患上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