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7日讯 今天，记者从
长沙市天心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局获悉，自3月6日起，该局计划利
用一周的时间， 对校园周边文化
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加强对
网吧、 电子游戏场所和出版物市
场的监管力度， 为全区中小学生
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 将重点
查处不按规定要求核对、 登记顾
客上网有效身份证， 接纳无身份
证人员进入网吧上网行为， 并严
厉整治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行为，
以及坚决遏制低俗色情信息和有
害信息在网吧传播。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朱德军

长沙市天心区整治
校园周边文化市场

本报3月7日讯 “一个
寒假，近视度数就增加了100
度。”看着刚刚测完视力的儿
子，长沙的龚女士焦心不已。
新学期开学， 爱尔眼科长沙
医院视光门诊挤满了前来就
诊的孩子， 其中不乏龚妈妈
儿子这种“小眼镜，高度数”
的小朋友， 过度使用电子产
品成寒假近视暴增主因。

根据爱尔眼科长沙医院
数据，学生寒假前（今年1月
份） 的单日验光量约200多
人。开学前一周，单日验光量
平均在600-700人， 翻了近3
倍。其中不乏寒假过后视力从
1.0直线下降到0.2、0.3的小患
者 。 爱尔眼科视光及小儿眼
科专业事务副主任陈兆指出，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寒

假孩子们接触手机、电脑、平
板等电子产品的机会增多，
持续近距离用眼强度加大，
读写姿势不正确；此外，由于
天气寒冷， 孩子们的户外活
动减少， 这也导致了近视更
容易发生和加深度数。

陈兆介绍， 开学后孩子
们的学业负担将逐渐加重，
但学校和家长更应注意保证
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 研究
表明，每天2小时、每周10小
时以上的户外活动， 可以让
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降低
10%以上。 如果发现孩子出
现视力模糊、 看不清黑板等
现象时， 应及时带孩子到正
规的眼科医院就诊， 由专业
眼科医生给予专业诊断。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青霞

本报3月7日讯 今日，教
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
公示2018年保送生资格名
单， 我省共有33名学生获得
保送资格，其中男生31名、女
生2名。

根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
规定，2018年， 省级优秀学
生、 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
赛国家集训队成员、 部分外
国语中学推荐优秀学生、公
安英烈子女、退役运动员等5
类人员仍具备高校保送资
格。高校均可以从上述5类人
员中招收保送生， 其中公安
英烈子女按有关规定只能保
送至公安类院校。长沙“四大
名校”包揽所有名额，分别为
长郡中学13名， 雅礼中学8
名， 湖南师大附中和长沙市

一中各6名。其中，数学5人，
化学9人，物理8人，生物5人，
信息学6人。

据悉， 已确认保送录取
的学生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
生全国统一录取。 为进一步
清理和规范保送生项目，对
2017年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
阶段一年级的学生， 取消省
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条件，
2020年起所有高校将停止省
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而
且， 有关外国语中学推荐保
送生限额也将逐步减少，高
校要安排外国语言文学类专
业招收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
生，并向“一带一路”发展所
需非通用语种专业倾斜。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金琪 张娜

本报3月7日讯 每年3月的
第二个星期四是世界肾脏病
日。近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儿童肾病专家呼吁， 警惕儿童
肾脏问题。

研究显示，与男性相比，女
性发生慢性肾脏病（CKD）的风
险更高。目前全球大约有1.75亿
女性患有慢性肾脏病， 是女性
死亡的第8大主要原因。由于多
种慢性肾脏病的源头实质是在
儿童期， 因而防治女性慢性肾
脏病应从娃娃做起。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
科研究所所长、 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委何
庆南教授表示， 如果儿童出现

排尿异常、尿色异常、泡沫尿；
不明原因的眼睑或下肢水肿；
不明原因的贫血； 乏力、 易疲
劳、食欲减退；不明原因血压升
高；胎儿产检有泌尿系统异常；
有肾脏疾病家族史；小孩个小、
长不高等八大症状， 要及时就
诊，检查是否患有慢性肾脏病。

保护儿童肾脏，要注意“六
个不要”，即不要感染、不要受
伤、不要剧烈运动、不要过敏、
不要乱吃、不要乱吃药。这“六
个不要” 尤其能在防止肾病复
发、病情加重，延缓疾病进展，
保护肾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静 党西强

儿童出现八大症状小心肾脏问题

本报3月7日讯 3月5日，
长沙理工大学新学期第一周
第一节课， 我国道路工程领
域著名学者、 中国工程院院
士郑健龙教授， 桥梁工程领
域著名学者、973项目首席科
学家张建仁教授， 电气工程
领域著名学者、“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
曾祥君教授等相关领域学科
带头人纷纷登上讲台， 为该
校大一学生开展《工程认知
训练》通识课程教学。

3月5日，在“道路工程认
知”课上，郑健龙院士以“道
路工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为题， 为长沙理工大学上百
名非交通运输类大学生介绍
了我国道路工程的发展历
史，道路工程的科学内涵，从
科学问题和知识体系方面讲
解了道路工程作为一个专业
或学科的基本条件。“工程法
学是我校的特色。 郑院士谈

及了道路工程与法律的关
系， 看似毫无联系的两个专
业，竟有着剪不断的联系，这
就更需要我们能了解工程知
识。”一名学生说。

曾祥君教授开设的是“电
气工程的前世今生”， 通过生
活中常见的有关电气工程的
例子，详细介绍了电气工程学
科研究的方向与内容，并带领
学生参观了分布式发电实验
室，介绍了实验室中各设备的
功能，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了
电气工程学科的魅力。“老师
讲得很具体，参观实验室后感
触更大， 虽然不能全部弄清
楚，但是激发了自己进一步学
习的动力。” 计通学院网络工
程专业刘杨凡同学听说电气
专业是学校的王牌专业，对其
产生了浓厚兴趣， 想得到更
多的了解， 于是选修了该门
课程。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邓崛峰 喻玲

院士学者现身“开学第一课”

男孩寒假近视激增100度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成寒假近视暴增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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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 星城长沙发生两
起路边救援事件， 让市民特别暖
心。3月6日，记者追踪采访了这两
起事件。

司机路边昏厥，接力急救

3月6日下午5点40分， 长沙
市民周志国开车行至潇湘大道和
天马路交叉口处时，突发哮喘，瞬
间难以呼吸，意识昏迷前，他停车
鸣笛，寻求救援。

“喂，120吗？这里有一小车停
在路边，车上司机看起来很难受，
说不了话， 你们快来看一下！”长
沙市第四医院院前急救站接到过
路司机报警。出于职业敏感，急救
站医生刘庆辉意识到患者有可能
是急性心梗或重症哮喘患者，时
间紧迫，分秒必争。

医院立即派出急救车，考虑到
下班高峰期间，路面拥堵。急救车
司机立即拨打122请求交警协助，

刘庆辉回拨电话给报警市民，嘱托
其查看患者身上是否有自带药物，
并远程指导其开展简单救助。

急救车回程路上得到交警助
力，7分钟便抵达长沙市第四医院
急救室， 经过一系列抢救措施，6
点15分左右，患者逐渐清醒。

7日上午，在长沙市第四医院
急诊科， 周志国的妻子刘樱满怀
感激。 她的丈夫是一名交警，39
岁，有近20年哮喘史，这次发病可
能是因为感染了过敏源， 又连续
上了两个夜班所致。

车祸撞昏路人，姐妹救人

3月5日上午， 文先生特意赶
到长沙市第三医院送上锦旗“抢
险救危 英勇无畏”， 并表示：“救
命恩人，终于找到你们了，当面向
你们说声‘谢谢’！”。

42岁的文先生家住湘乡，多
年来一直从事基建工作。去年8月

份， 在招工路上他骑着电动车被一
辆大挂车撞飞，当场昏迷。从事医护
工作的戴湘怡见车祸患者失血过
多，血水顺着马路蔓延几米远，迅速
喊上妹妹跑回家拿来医用手套和干
净毛巾， 给患者止血， 同时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不一会，患者恢复意识，开始躁
动。姐妹俩边安抚患者的情绪，边给
他继续按压止血。 在120救护车赶
到现场后， 姐妹俩帮忙将文先生送
上车，文先生家人因匆忙赶到现场，
所带医药费不够， 戴湘怡的妈妈掏
出2000元现金交给文先生家人。

“当时只想着救人了， 我们医
务人员不帮他，谁帮他？”戴湘怡说，
自己在护理岗位工作10年了，平时
都是在医院救助患者， 职业本能让
她不能见死不救。 科室护士长告诉
记者，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同事都不
知道，直到患者送锦旗来，才知道做
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是谁。
■记者张洋银通讯员杨芳王泽芳

司机路边昏厥 车祸撞昏路人 危难时刻幸好遇上他们

两起路边救援，感动一座城市

今年我省33名学生获高校保送资格
长沙“四大名校”包揽所有名额，其中男生31名、女生2名

3月7日，宁远县中和镇永乐塘千亩柑橘基地，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果树学科带头人邓子牛教授在给果农讲
解柑橘幼树修剪、黄龙病的识别与防治技术。今年，宁远县与湖南农大开展县校合作。 乐水旺 李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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