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长沙理工大学“大
数据驱动的能源互联网”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被科技部认
定为全国38家示范型国家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之一。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的建立旨在更为有效地发挥
国际科技合作在扩大科技开
放与合作中的促进和推动作
用， 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合作

的质量和水平，发展“项目-
人才-基地”相结合的国际科
技合作模式， 使其成为国家
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扩大
科技对外影响力等工作中的
骨干和中坚力量， 并对领域
或地区国际科技合作的发展
产生引领和示范效果。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邓崛峰 彭怡峰

链接

长沙理工大学获批
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本报3月8日讯 校区、
城区、景区、园区四位一体发
展的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入口什么样子？ 这些节点的
标识设计， 将由大科城内高
校学子自己完成。日前，19件
作品从200件征集来稿中脱
颖而出， 进入由长沙市城乡
规划局岳麓区分局牵头组织
的专家评审会。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总规划120平方公里，其中核
心区位于长沙主城区， 规划
23平方公里， 范围东至潇湘
大道、西至麓景路南延线、南
至南二环、 北邻桃花岭和龙
王港。

2017年4月，大科城建设
启动， 麓山南路综合整治也
随即开启施工。“为了让大家
在进入大科城区域时有认同
感和仪式感”， 去年12月，长
沙市城乡规划局岳麓区分局
邀请三所高校启动了大科城
麓山南路北、南、东三大入口
和后湖标识设计方案征集活
动，200件投稿中， 以后湖的
标识设计方案最多， 达到了

107件。
近日 ， 来自规划 、建

筑、景观、雕塑等多个设计
领域的专家， 以及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
学校方代表等对19件入围
方案提出了评审建议 。以
被专家一致认可的北入口
方案《山》为例 ，一个抽象
的“山”字由三个窗口组合
而成， 寓意大科城对外来
人才的欢迎。

经实地考察， 参评人员
认为麓山南路二里半、 麓山
南路王家湾、西二环东侧，阜
埠河路、 后湖及周边区域等
重要节点， 相对比较适合设
置标识。接下来，长沙市城乡
规划局岳麓区分局将尽快组
织评审委员会对方案进行设
计深化。

根据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 城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7-2019）》， 到 2019年
时， 大学科技城将成为支撑
长沙、引领湖南、辐射中西部
的科技创新动力源。

■记者 叶子君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肾脏内科主任何泽云教授：

首先要多晒太阳，多晒头、背
有助于带动身体阳气。 肾功能好
的人，精神好，睡眠好，耳聪目明；
反之，常感头昏眼花，腰膝酸软，
浑身乏力。

其次是饮食七分饱， 良好合
理的健康饮食习惯不仅能充养肾
精延年益寿， 而且能减轻肾脏的
负担， 避免诱发及加重原有肾脏
疾病。

第三是肾病患者饮水要量出
而入，注意日常尿量，尤其是存在
水肿、高血压等情况的患者，每日
饮水量不超过前一日尿量+500ml
总量。

第四是避免劳累， 需适当运
动， 因为劳累或较大量的运动会
导致疾病的复发。专家表示，适当
的运动可以取得养筋健肾、 畅通
气脉、增强自身抵抗力之功效，如
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练护肾操
等，都是不错的锻炼项目。

本报3月8日讯 今天是世界
肾脏病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肾脏内科专家在医院门
诊大厅为肾脏病患者义诊。

数据显示， 全球范围内慢性
肾脏病在女性中比男性更为普
遍， 性别差异使女性更容易发生
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脏病。 例如
系统性红斑狼疮、 类风湿性关节
炎、 全身性硬皮病和尿路感染等
更容易出现在女性肾脏病患者身
上。 此外， 怀孕是女性的独特挑
战， 也是育龄期女性急性肾损伤
的常见原因。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彭亚平

2018.3.9��星期五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湘 校对 黄蓉A10 要闻·民生/科教卫

本报3月8日讯 日前，长
沙市绿委办印发《长沙市2018
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总体方
案》，植树节期间，长沙将结合
“新三年造绿大行动”， 在全市
设10个市级义务植树基地及
100个县、乡（镇）级义务植树基
地， 邀请市民共赴“春天的约
会”，植一片新绿，添一方福祉，
携手为星城增绿添彩。

今年长沙全民义务植树活
动的主题为“绿色长沙‘森’呼
吸，绿水青山‘林’距离”，即日
起至3月底，将依托10个市级和

100个县、乡（镇）级义务植树基
地， 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针对不同群体对象，
开展迎春林、雷锋林、巾帼林、
廉政林、两型林、自强林、兴业
林、亲子林、共建林、车友林等
十大活动。

植树节期间， 预计长沙将
动员近400万市民义务植树
1200万株，确保全市适龄公民
义务植树尽责率达90%以上。
参加义务植树的市民可拨打
各义务植树基地电话了解详细
情况。 ■记者 李成辉

为增强景区员工的消防安
全意识，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3月5日， 吉首市消防大队深入
秀兰集团景区管理处，给景区内
员工、 保安与该景区负责人、管
理人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在现场， 宣传人员讲解了
灭火器材的类别与使用方法、消
防水带和消防水枪的保养、使用
及如何利用固定消防设施灭火
等常识，结合实际操作中需要遵

照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对初期火
灾的扑救步骤进行了解说，有效
增强了参训人员对灭火器的了解
和正确使用的能力。

最后， 消防宣传人员还嘱
咐景区管理人员认真落实消防
安全自我管理、自我检查、自我
整改，制定灭火应急疏散预案，
定期组织演练， 提高自防自救
的能力， 真正地做到防患于未
然。 ■通讯员 石敦华 黄锋

本报3月8日讯 今天下午，
省高院的法官走进长沙市育英
西垅小学，举行2018年首场“送
法进校园”法治宣教活动。

“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说
过帮你保管压岁钱呀？”省高院
民一庭覃开艳法官给孩子们抛
出了这个问题， 得到了孩子们
响亮并且异口同声的回答：
“有！”“今天是妇女节， 妈妈想
用你们的压岁钱去买个包可以

吗？”这个问题一抛出，孩子们
迟疑了。在这样的一问一答中，
覃开艳给孩子们讲解了“法与
法院”、“压岁钱、购物的有关法
治知识”等问题。

接下来， 全省法院将通过
“庭审进校园”、“法院公众开
放日”等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
活动，深入开展“送法进校园”
活动。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陶琛 毛主亮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入口将是啥样
专家对19件入围设计方案提出评审建议

长沙开放一批植树基地，邀你来添绿
今年植树节预计义务植树1200万株 想参加的市民可拨打电话了解详情

“送法进校园”法治宣教活动启动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湘西：消防宣传走进矮寨大桥景区

今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株
洲市36个社区消防安全体验
室、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消防队
（站）集中开放，吸引2万余市民
参观体验。

在社区消防安全体验室里，
体验者拿起模拟电话，按照屏幕
提示的操作步骤，告知“接线员”
火灾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伤
亡、被困等情况，报警成功。体验
者表示“下次要带孩子来体验，让

他们熟练掌握报警流程。”
在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生

动的图文知识引得市民纷纷驻
足观看。

在消防队（站），执勤车辆
与消防器材装备让参观群众
“零距离”地体验了一次警营生
活，消防官兵佩戴空气呼吸器、
原地着战斗服等现场演示更是
引起了市民的阵阵喝彩。

■通讯员 杨洋

株洲：2万余市民学习消防知识

女性肾脏病患者
该这样保护健康

支招

北门方案一（效果图）。

链接 10个市级植树基地及联系电话
芙蓉区 红旗路匝道滨河路口义务植树基地 84744069
天心区 暮云街道南湖大道义务植树基地 85114366
岳麓区 莲花镇楠竹义务植树基地 15874937999
开福区 楠熙筱苑义务植树基地 84227206
雨花区 环保东路义务植树基地 82241328
望城区 铜官街道湘江河滩义务植树基地 13975158354
长沙县 长沙绿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义务植树基地 15874908345
浏阳市 浏阳湖国有林场道源分场义务植树基地 13975174819
浏阳市 大围山义务植树基地 13974912444
宁乡市 美丽乡村义务植树基地 15116321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