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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0日讯 “幸亏
有了远程心电会诊，不然病情
就耽误了。” 岳阳汨罗白潭镇
的李大爷体会到了远程心电网
络会诊带来的好处， 幸亏镇医
院和省人民医院建立了远程心
电会诊， 突发心脏疾病的他才
没有发生意外。今后，会有更多
人像李大爷一样， 在乡镇医院

也能请三甲医院专家会诊。
5月19日， 省内首个湖南

省心电学专科联盟在长沙成
立。105家单位加入联盟，将在
急救协作、远程会诊、信息技
术方面实现互联互通，实现优
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无缝对
接和长效发展。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维夏 肖春霞

2018.5.21��星期一 编辑 张允 图编 言琼 美编 高原 校对 苏亮A06 市州新闻

在“互联网+”不断深入的
时代， 交通银行的变革之路创
高度、有态度，打破传统银行柜
台的服务模式，推出新“移动服
务神器—手持终端”，力求打造
科技化、智能化、高效化、无纸
化的银行新型服务。

交通银行手持终端除了受
理百姓们常用的开卡、 激活、挂
失、电子渠道签约业务，更加入了
信用卡、 理财认购赎回等功能，
通过wifi或者4G网络连接，无论
到哪里，都可完成业务办理。

交通银行手持终端上线后，
无需排队，通过线上功能实现全
流程审批，大大减少等待时间。无
需亲自跑银行，交通银行提供主
动上门服务，省去跑腿、咨询、排
队等待等诸多烦恼，无需出门，在
校、在家、在办公室就可以办理银
行业务。手持终端可串联网点智
易通、现金循环机、知客APP等智
能设备， 遥控办理超过200种银
行业务，一键查看，打造手边的
“智慧银行”管家。身份识别自动
化，身份信息一扫就能录入，智能
终端一站搞定，人脸识别技术大
大提高业务安全性，电子签名、先
进的二维码技术，为客户信息及
资金安全保驾护航。

不限时间，不限地域，交通
银行手持终端突破了传统银行
柜台的限制，打造线上移动办公
平台，随时随地，业务当场办、理
财产品随心选， 平台技术更成
熟、操作模式更灵活、运作更高
效、服务更专业。

■潘显璇 蒋浩 易月
经济信息

在螺旋桨的“嗒嗒”转动声中，小选手们亲手打造的“私人飞机”冲上云霄……5月19日，2018年湖南省
青少年“飞向北京-飞向太空” 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开幕式上新增设的直
升机飞行体验，吸引了不少眼球，全省11个市州105个代表队的近3000名选手参赛，展现了我省中小学生
航空特技风采。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金津 王菲菲 王永波 摄影报道

5月20日是第28个“全国
助残日”，19日，在长沙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的一场庆祝活动
上， 一群听障生表演的舞蹈
《澧水飞舟》 让现场许多观众
红了眼圈： 他们听不见音乐，
舞蹈动作却整齐有力；他们听
不见掌声，却频频鞠躬对大家
的赞许和关注致谢……

据悉，2002年至今， 长沙
职业技术学院已培养听障高
职毕业生近2000名。该院院长
张红专认为，残障学生的求学
之路异常辛苦，“我们有义务
为这个特殊的群体提供公平
和优质的教育。”

推进残健融合教育
坐在电脑前，该院2015级

学生龙卓娴熟地操作各种修
图软件。他担任过学院特殊教
育与学前教育分院的团委副
书记、宣传部长，是大家交口
称赞的摄影大师和“P图大
师”。 如果不是采访需要手语

翻译，完全想象不出这个自信
开朗的男孩是一名听障生。

张红专表示，“学校一直
在推进残健融合教育。融合教
育一方面使听障学生变得更
为自信大方，另一方面他们的
自强不息也感染着许多学生。”

罗浪是该院的特教老师，同
样也是一名听障人士，他以优异
成绩从长春大学装潢设计专业
毕业后来到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当老师。 他常常鼓励学生：“宁
静世界同样可以有出彩人生。”

每年减免近40万元学费
目前，该院面向听障学生

开设的专业有：广告设计与制
作、计算机应用技术、视觉传
播设计与制作、 汽车运用技
术。张红专介绍，“这些学生的
动手能力、 专注度都非常强，
深受企业欢迎。”

据悉，近年来，长沙职院
每年减免听障高职新生全年
学费近40万元，平均每年募集
社会各界资助近20万元，同时
建立残疾人心理健康中心，实
行一对一跟踪残疾孩子就业。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杨炼

购物卡里“从天而降”2亿
元巨款，你会怎么办？近日，长
沙市望城区高塘岭纬思幼儿园
保育老师郑丽霞做了一件让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20日上
午， 记者采访了这位“无名英
雄”。今年50岁的郑丽霞是邵阳
市隆回县人，每月收入2000元。
面对采访， 她反复强调：“这是
很小的事情，这没有什么……”

购物卡里多了2亿
“不是我的不能要”

5月14日晚， 像往常一样，
郑丽霞在超市用购物卡付完款
后拿起购物小票看了下， 吃惊
地发现“卡里的余额像手机号
码一样那么长！”余额高达两亿
多元， 郑丽霞第一时间对收银
员说：“这不对！”顿时，卖场的
工作人员也惊呆了。她回忆道，
收银员和她一起去找充卡的工
作人员，但是他们已经下班，她
主动要求卖场将购物卡临时冻
结。

第二天， 她请假赶到超市
换卡， 有人在一旁笑她：“购物
卡不是实名的，只要里面有钱，
谁都可以刷， 你不说就不会有
人知道。” 郑丽霞立刻反驳道：
“这可不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
是我的就不能要！” 超市还赠送
给她丰厚的礼物，都被她回绝。

经常给同事做早饭
被称为“郑妈妈”

“作为保育老师能有这种
担当，我们都很敬佩她！”对于
郑丽霞老师的举动， 园长胡元
凤并不意外：“她特别亲切，今
年是她来这里的第三个年头，
园里年轻老师多， 大家都亲切
地叫她‘郑妈妈’。”采访中，老
师们异口同声地说：“她待我们

就像自己的女儿， 还会经常在
家里做好早饭带给我们。”与郑
丽霞搭班一年多的胡淑愿老师
回忆：“一次国庆假期， 我没有
回老家，一个人在幼儿园，郑妈
妈主动问：‘愿，你回去了吗，没
有回就来我家吃饭。’” 胡淑愿
眼角泛起泪花，“因为不想麻烦
她就说不去了， 当时还下了很
大的雨， 但郑妈妈从家里骑自
行车来送饭给我……”

义务帮人理发
“只是举手之劳”

平日里，郑丽霞每天早上6
点起床，做完早餐、送孩子上学
后再去幼儿园， 基本上没有自
己的时间， 生活过得忙碌而平
淡。但每到星期天，她一有空就
会帮邻居或附近行动不便的老
人理发，“到理发店最低花一二
十元，在我这里不收钱，只要他
们不嫌弃就可以了。”郑丽霞开
心地笑着说， 每周日他们都会
找她理发。

住在郑丽霞隔壁的是一个
收废品的五保户，一直没成家，
因为脏兮兮的， 理发店也不太
乐意给他理发。“我给他剪了好
几个月了，每月理一次。”郑丽
霞说，“前不久， 他把一位70多
岁的老爷爷带来理发。” 剪完
后，老人要给她钱，郑丽霞断然
拒绝了。“因为我住在20层，老
人爬楼不方便， 以后都会上门
去剪。”郑丽霞说。

当被问及为何会义务帮邻
居剪头发时，郑丽霞笑着说，这
只是举手之劳。有人说她“傻”，
郑丽霞却说：“过去也有人说雷
锋傻，但那么多人仍记着雷锋，
说明雷锋一点也不傻。” 她表
示，自己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记者 陈舒仪 刘镇东 黄京

生活处处有惊喜， 这句话
真是一点也不假， 彩票就是一
位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惊喜
的巨人。

5月15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18055期
开奖。 当期双色球井喷39注头
奖， 单注金额为538万多元。其
中，深圳彩民独揽30注头奖，而
这30注一等奖很可能是一人所
中， 中出的站点是福田区田面
村花园2栋101栋第83020026
投注站，中奖票为60元自选票，
中出总金额达到1.61亿多元。
这是2018年福彩诞生的第二个
亿元大奖， 也是双色球历史上
第28个亿元大奖。

第二天一大早笔者在第一
时间联系到了本次亿元大奖的
中奖彩站站主倪先生， 和他有
一次简短的电话交流。 据倪先
生介绍说， 本次中奖的彩票他
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是一张60
元30倍的自选单式票， 应该是
被一位彩民购买的， 具体是谁

他就不清楚了， 不过应该是一
位老彩民。

当笔者问及他此刻感受的
时候，倪先生难掩兴奋之情，连
说话都有些激动了， 他说：“我
是第二天早上接到福彩中心通
知后才知道彩站中出30注头奖
的，当时实在是太兴奋，太高兴
了。 我也特别替这位彩民感到
高兴，祝贺他！人的运气真是无
法预料， 有些事总是会不偏不
倚的出现，实在是太奇妙了！”

据了解， 本次的亿元大奖
在福彩双色球亿元大奖俱乐部
中排名第14， 恭喜这位幸运彩
民成功跻身亿元俱乐部， 您的
中奖将继续为福彩大奖历史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福彩

购物卡里多了2亿元咋办？她这样做
长沙保育老师主动退回获点赞 月薪两千的她平时常给同事做早饭、为邻居免费理发

双色球亿元巨奖再现深圳彩民中出1.61亿元

生活在宁静世界，同样有出彩人生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16年培养2000名听障高职毕业生

远在乡镇也能请“三甲”专家会诊

交行移动柜台
提供“有态度”的贴身服务

“冲上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