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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日讯 想要吃中药调
养肝脏， 结果却吃出了药物性肝
炎。1月31日，省人民医院感染二科
收治了一名因长期服药导致患有
药物性肝炎的病人。 医生提醒，是
药三分毒，服用中草药也应谨慎。

2017年9月， 长沙55岁的龙
女士平时身体不好，经朋友介绍，
慕名前往一家中医馆， 买了一万
多元的养肝中药。“吃了几天，发
现有点乏力、食欲减退，当时并没
引起注意。”龙女士说，随着服药
时间的加长， 乏力症状越来越明
显，人也苍老了很多。

服药4个月后，龙女士发现不
对劲，到医院就诊。经检查，龙女
士的转氨酶与总胆红素均升高到

正常值的十多倍， 被诊断为药物
性肝炎并胆汁淤积性肝炎。目前，
龙女士正在进行保肝解毒治疗。

“是药三分毒，大多数药物需
经肝脏代谢吸收。”省人民医院马
王堆院区感染二科主任戴水奇介
绍， 患者使用某种药物后发生程
度不同的肝脏损害， 重者可能危
及生命、需积极治疗、抢救。戴水
奇提醒， 使用药物前应咨询医生
该药物的性能和毒副作用， 尽量
少用或不用对肝脏有毒副作用的
药物。“没有毒副作用说明的中草
药，并不等于没有毒副作用，同样
也应该谨慎，切勿盲目服药。”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孙玉玲

花万元买养肝药，结果养出了“药肝”

健康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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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日讯 长沙市的中
小学生已经正式开启寒假模式，
寒假作业自然是绕不开的主题。
与以往每个学生都要完成千篇一
律的《寒假生活》不同，长沙市中
雅培粹学校的学生们拿到的寒假
作业可能会“因人而异”。记者昨
日获悉， 该校根据学生实际学习
情况，遵循“因材施教”和“一视同
仁”的原则，对学生寒假作业进行
分层布置， 让有不同需求的各层
次学生既能“吃得好”、“吃得饱”，
也能“吃得了”。

多本变一本，统一变多元

“有的学校同一个班级的学生
寒假作业却厚薄不一，成绩好的往
往可以被减免部分作业，而成绩不
理想的则需要超额完成寒假作
业， 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做寒假作
业是一种惩罚，非常痛苦……”长
沙中雅培粹学校教务处主任曹志
鹏表示， 不同的学生在掌握和运
用知识上具有鲜明的差异， 而统
一布置过多的书面作业， 不仅不
能让学生放松， 还会影响学习兴
趣。“传统的寒假作业让学生感觉
枯燥无味，作业质量不高，也收不
到好的学习效果。”

“以往每门科目都布置寒假
作业， 而现在每个年级都只有一
本， 且每个学生只需完成其中一

部分且作业量差不多。”曹志鹏介
绍。翻开初二年级的寒假作业，记
者看到， 数学板块要求A层创新
生完成寒假作业中能力拓展的C
部分，B层能力生完成巩固提升
的B部分，C层潜力生完成基础过
关的A部分。

“以前做寒假作业感觉很累，
量多效果一般。现在量少了，既能
巩固所学知识， 还有时间做自己
感兴趣的事！”该校初二学生刘同
学表示， 分层作业让学生们都拥
有一个愉快又充实的寒假。 家长
王女士告诉记者， 虽然寒假刚开
始， 不过她发现孩子做作业的积
极性更高了。

走出“象牙塔”，感受传统文化

“通过控制文化作业量，把更
多的时间和空间挪出来给体育、
艺术等素质培养， 有很大好处。”
曹志鹏介绍，除了文化作业，该校
积极鼓励学生假期走出“象牙塔”
并要求完成体育和艺术作业，比
如参加社会实践、体艺活动、观看
优秀影视作品等。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春节失去传统韵味，而学生因
平时埋在学习中， 无法感受传统
文化。为此，该校希望学生利用假
期出去研学、游学，感受传统。

■记者 黄京 见习记者 陈舒仪

本报2月2日讯 深夜与女
生私聊言语暧昧猥亵，与女生
单独外出看电影，强迫学生送
礼……去年10月26日，中南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陈明
因涉嫌师风师德问题，被学生
集体实名举报至校纪委，经核
实举报内容属实。近日，该校
纪委公开发布《关于马克思主
义学院陈明违纪问题的情况
通报》(下称《通报》)。

据调查，2013—2017年
期间， 陈明与马克思主义学
院、建筑与艺术学院、湘雅护
理学院、 湘雅口腔医学院等
授课学院多名女学生通过短
信或添加微信好友， 在课后
甚至深夜跟女生私聊与课程
无关的内容并要求对方提供
照片，言语暧昧猥亵，存在与
女生单独外出看电影、 与女
生单独在KTV排练节目等行

为。陈明违反教师课堂教学行
为规范，延迟录入学生考试成
绩，在课堂上公开讲述其恋爱
经历和以前的学生给其送礼
物等与授课无关的内容，导致
学生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为其
送礼物。

《通报》显示，陈明作为党
员教师，严重违反师德师风要
求、 生活纪律和职业道德，违
反《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中南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行为
规范》以及适用《中南大学本
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
有关规定， 情节较为严重，影
响较为恶劣。

鉴于以上事实，该校决定
给予陈明留党察看（一年）处
分，并降低岗位等级，由中级
二级降为中级三级。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娜

本报2月2日讯 “我的视
力从原来的0.25恢复到了0.8，
看路清楚了， 做工也方便多
了，之前别人喊我都认不出，
现在非常清楚了， 感谢党和
国家的好政策！”花垣县双龙
镇岩罗村六组的52岁苗族大
爷石远庆， 重见光明后非常
高兴。 今天， 由中国侨联发
起，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和
爱尔眼科等共同主办的“精
准脱贫光明行” 走进湖南省
湘西州， 为湘西州2000名贫
困白内障、 眼胬肉等眼病患
者，实施免费救治，同时为当
地老百姓开展免费眼病检查
和眼健康知识普及。

2017年8月，中国侨联、中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轻松筹公
益、爱尔眼科医院集团等共同
发起“千日复明五十万，助力
脱贫攻坚战———精准脱贫光
明行”活动，倡导全社会立即
行动起来，通过社会公益救助
的方式， 在3年内为4300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约50万名
贫困致盲性眼病患者提供免
费、精准、适宜、优质的眼科医
疗服务， 使他们恢复健康、重
见光明。中国侨联秘书长陈迈
介绍， 截至2017年12月底，活
动已在云南省、青海、山西、广
西、湖北、安徽、重庆等省市自
治区开展致盲性眼病救助活
动，总救治规模达到20000例。

■记者 李琪

寒假作业可这样玩：“瘦身”又“分层”
长沙一中学因人而异布置作业，让各层次学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吃得了”

本报2月2日讯 来自宁乡的
小华（化名）出生才5天，因出现黄
疸，家长听说“打灯火”（艾灸）可
以降低黄疸， 便在家里为孩子进
行艾灸。不料，因为操作不当，孩
子全身多处被烧伤，前额、人中、
胸部等皮肤出现明显灼伤， 而黄
疸值却较艾灸前还有所上升。日
前，小华被送往省儿童医院急诊，
被诊断为高胆红素血症、 轻微肺
炎、皮肤灼伤，所幸送诊及时，小
华病情已得到好转。

据该院新生儿三科占彩霞医
生介绍， 新生儿生理性黄疸是正
常现象， 一般两三周内会自行消

退，病理性黄疸需要及时治疗。因
为黄疸高会有造成脑损伤的风
险， 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去正规医
院监测黄疸数值， 必要时进行科
学的手段进行治疗。

据了解， 艾灸确实是一种较
好的中医疗法， 对黄疸也有一定
的治疗作用。即便如此，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推拿康
复科副主任娄必丹并不建议家长
贸然给孩子进行针灸。 新生儿出
现黄疸， 家长应先到正规医院新
生儿科诊断并接受适当的治疗，
否则可能耽误孩子的病情， 甚至
发生烫伤等意外。 ■记者李琪

用艾灸给新生儿治黄疸,孩子多处烫伤

“精准脱贫光明行”走进湘西
免费为2000名贫困患者复明

湘江流域
退耕还林试点
全省推广

涉嫌违反师风师德
中南大学一教师被查

医生在给“苗族大姐”做眼科检查。

本报2月2日讯 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全省林业工作会
议获悉，新时代背景下，湖南
林业系统将全面落实乡村振
兴和生态强省战略， 推动工
作重点向生态保护、 生态修
复、生态惠民转移。

省林业厅厅长胡长清表
示，要严守生态红线，突出抓
好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 国有林场等保护地
的保护，切实加强森林防火、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天然
林、生态公益林、古树名木保
护， 稳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
护， 从过去单纯的资源保护
向全面的生态保护转移，让
青山绿水代代相传、 生态底
蕴更加深厚。 要大力实施森
林调优、湿地提质、城乡添绿
等工程，修复森林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和城镇生态系
统，从传统的造、管、护向综
合的生态修复转移。 要统筹
推进生态环境、林业政策、绿
色产业、林业科技惠民，从传
统的单一惠民模式向全方
位、多层次的生态惠民转移。

据悉，2018年全省林业
部门计划完成人工造林260
万亩、 封山育林240万亩、森
林抚育700万亩、退化林修复
320万亩，建设100个秀美村
庄， 推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黑杨清理迹地的生态
修复规划、监测和评估，开展
缓冲区和实验区黑杨清理退
出工作， 把湘江流域退耕还
林还湿试点推广到全省，确
保我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59%以上， 湿地保护率稳定
在72%以上。 ■记者 刘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