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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李平遗失建筑施工企业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
书一本， 证书编号： 湘建安 B
（2016）010000172，声明作废。 ◆黎明亮(父亲:黎羲，母亲:谢金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F430028442，声明作废。

◆孙可怡（父亲：孙伟，母亲：黎小
丽）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141994，声明作废。
◆彭子涵（父亲：彭小小，母亲：彭
姣）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2216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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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智勇(父亲：曹桂雄，母亲：舒
姣)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11029，声明作废。

◆王伏秋遗失湘 HM0529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902004555,声明作废。

◆崔建民遗失湘 H75306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90220184,声明作废。

◆刘菊香遗失职工工伤与职业
病致残程度鉴定结论书，编号:
岳市人社（工伤）鉴【2017 年】
849号，声明作废。◆郭宇杰（父亲：郭晓辉，母亲：鲍

剑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769620，声明作废。

◆刘彬英（父亲：刘昌先，母亲：
李三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620686，声明作废。

◆醴陵市医学会（法人: 曾学
良）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证号:湘醴社证字第 A033
号，声明作废。

◆醴陵市中医学会（法人:邓
元海）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 证号: 湘醴社证字第
76033 号，声明作废。

◆陈可(父亲：陈哲，母亲：邓海
燕)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11913，声明作废。

◆李玉琳（父亲：李贵，母亲：唐
六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 430675984，声明作废。

◆薛云骁（父亲:薛亮，母亲:
肖宗兆）出生证明遗失，编号
O430056826，声明作废。

◆曹翔宗(父亲：曹俊辉，母亲：周
群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104903，声明作废。
◆李学诚(父亲:李军，母亲:孟春
丽)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00703，声明作废。

◆李东烨(父亲:李智勇，母亲:李
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14612，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唐尧遗失毕业
证，编号 113421201205003173；
遗失学位证，编号 113424201
2000802；声明作废。

◆信子源、信子琳(父亲:信寒冰，
母亲:银红梅)遗失湖南出生医学
证明, 编号分别为：L430402380、
K430227119，声明作废。

◆杨子优(父亲：杨简，母亲：杨春
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146583，声明作废。
◆刘旭扬（父亲：刘丰，母亲：蔡雄
姿）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57268，声明作废。

◆钟梓淇 (父亲： 钟仁金，母
亲：贺子艳)出生证明遗失，编
号 O430139038，声明作废。
◆郭嘉晟（父亲：郭小阳，母亲：王
静）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204838，声明作废。

◆李燕（430421199201295146）办
公软件证：201100240498244 及 ps
高级证：201203230597564，声明遗失。

◆贺欣怡（父亲：贺佳信，母亲：胡丽
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054486，声明作废。

◆刘腾（父亲：刘松元，母亲：李小
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01728，声明作废。

◆杨博成（父亲：杨海兵，母亲：周
笛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381717，声明作废。

◆陈芷汀(父亲:陈颖，母亲:
马红发)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O430733851，声明作废。

◆湖南工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赵泽川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811528201756，声明作废。
◆李海燕（父亲：李敏，母亲：
陈弯） 出生证明遗失， 编号
O430138862，声明作废。
◆王泓睿（父亲：王俊，母亲：李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G430028951，声明作废。

◆肖正良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0481,声明作废。

◆李颐祥(父亲:李海军，母亲:
向红林)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L430545875，声明作废。

本报7月9日讯 考上军校是不
少人的梦想，9日凌晨，今年高招军
校本科投档线正式出炉。每年军校
投档线都远超我省一本线，今年也
不例外。例如，国防科技大学文科
男生（其他专业合格(非指挥专业)）
的投档线达644分； 陆军勤务学院
文科女生（其他专业合格(非指挥专
业)）的投档线达652分。根据安排，
7月11日8点至12点考生将网上填
报军事院校征集志愿。

我省高招工作已于8日正式启
动，将持续48天，至8月24日结束。
昨晚， 我省召开2018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 会议强调，
今年我省要继续实施高校招生“阳
光工程”， 进一步严格管理、 强化
监督、严肃纪律、优化服务，切实维
护招生秩序和公平公正。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从湖南
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本科提前批录

取从7月8日开始，13日将基本完成
录取任务（其中，艺术类录取在本
科二批投档前完成）。 今年参加本
批次录取的院校共258所。 为方便
考生及时了解有关院校艺术专业
录取信息，省教育考试院于7月9日
起在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工作网
（www.hneao.edu.cn）、“湖南招
生考试信息港”（www.hneeb.cn）
公布已录取（或已投档）院校名单，
并及时更新。

此外，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
组将进驻录取现场，全程参与录取
工作， 及时查处各方面反映的问
题。落实举报制度，主动接受考生
及全社会的监督（省教育厅举报电
话为0731-84714915、89715592；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举 报 电 话 为
0731-88090301， 举 报 邮 箱 为
hnksy@hneao.edu.cn）。按照全面
从严治党的要求，严格落实责任追
究制， 对违规违法行为坚决做到
“零容忍”。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嘉仪 刘星言

本报7月9日讯 做了200
多个深蹲后， 长沙县的心心
（化名）在体能训练后，感觉全
身肌肉疼痛。随后疼痛越来越
剧烈， 并且走路没有力气，到
省儿童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横
纹肌溶解症。

做200个深蹲后肌肉剧痛

暑假开始了， 不少家长把
孩子送去夏令营，平常少运动的
孩子突然大量运动， 专家提醒，
可要小心横纹肌肉溶解症了。

“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
突然运动之后， 身体会有酸
痛。”心心透露，自己之前很久
没有运动， 咬牙做了200多个
深蹲后，当时人也没有特别不
适，就是有些疲惫。到了第二
天， 大腿就有明显的痛感，轻
轻碰一下就受不住。但她以为
是常见的症状， 没有引起重

视，仍像寻常一样上学作息。
过了两天， 疼痛没有消

失，反而越来越剧烈，尿液颜
色也比较浑浊，她才感觉有些
不对。在家人的陪伴下，心心
赶到省儿童医院就诊。根据医
生的检查结果，心心的肌酶极
度升高达 (CK)377764.55U/L，
肌红蛋白>1000ng/ml (正常
值28~72ug/ml)，被诊断为横
纹肌溶解症。

“吃苦”锻炼要警惕

专家介绍，横纹肌大多是
负责运动的肌肉。横纹肌溶解
症是指各种原因引起横纹肌
细胞膜、膜通道及其能量供应
的多种遗传性或获得性疾病
导致的横纹肌损伤，细胞膜完
整性改变，肌细胞内容物(如肌
红蛋白、肌酸激酶、小分子物
质等) 及毒物溶解释放进入血

液循环。它最大的危害，是释
放入血的肌红蛋白极易堵塞
肾小管，导致急性肾衰竭以及
代谢紊乱。

横纹肌溶解症常见诱因：
过量运动、肌肉挤压伤、电击、
高热、缺血、代谢紊乱(低钾血
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药物(他汀类、红
霉素、糖皮质激素等)、毒物(酒
精、蛇毒、蜂毒、有机磷农药)、
自身免疫性疾病(皮肌炎、多发
性肌炎)、感染等。

目前，心心正在省儿童医
院急诊综合一科进行治疗，情
况慢慢好转。专家提醒，暑假
到了，不少家长会将孩子送去
夏令营进行“吃苦”锻炼。需要
提醒的是， 孩子长期缺乏运
动， 在夏令营中运动量会增
加，要警惕横纹肌溶解症。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詹蓉
董裴燕 实习生 杨鑫礼

本报7月9日讯 今天，在中建
股份长沙地铁6号线二标第二项目
部，由省未成年人（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
室、省民政厅、中建五局联合举办
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
场宣讲进工地”（湖南分场）活动正
式启动。据介绍，本次宣讲活动将
在我省连续举行3场， 向工友们宣
讲国家政策，探讨父母该如何关爱
保护远在家乡的孩子。

“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
回来?你答应过我，带我去水上乐
园，教我游泳。不过，我好久没吃妈
妈做的红烧肉和饺子了，你和妈妈
快点回来吧！”透过现场大屏幕，传
来了远在家乡的孩子心声。看着孩

子们稚嫩的表达方式，他们父母的
声音变得哽咽了，其他的工友也为
之动容。为此，所有工友还集体宣
读了“我是法定监护人”倡议书，承
诺不会让未满16周岁的子女脱离
监护单独居住生活。

据统计，湖南现有农村留守儿
童70多万人。为了让这些孩子始终
能感受到父母就在身边，我省特地
举办三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就是希望
广大工友们能在闲暇之际，多利用
手机、网络、电话、微信等与孩子沟
通，多了解掌握孩子的学习生活和
思想动态，让亲情和关爱始终陪伴
着孩子们。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彭保胜 通讯员 刘明明

258所院校参与本科提前批录取 军校本科投档线出炉

高考录取状态已开通网站查询

本报7月9日讯 今天，湖南省
2018年定向培养士官体检控制分
数线出炉。 其中， 理工类男生为
200分；理工类女生为365分；文史
类男生200分；文史类女生459分；
文科体育男生文化286分、 专业
203分； 理科体育男生文化290分、
专业206分。

值得考生注意的是，凡报考定
向培养士官，达到今年体检控制分

数线且年龄在1998年8月31日以后
出生者，均入围体检。体检安排在7
月10日至15日，具体时间请以兵役
机关的通知为准，或咨询（县、市、
区）人武部。另外，定向培养士官面
试时间为7月25日至7月27日，面试
地点为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圭
塘校区）。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杨嘉仪

我省定向培养士官体检控制分数线出炉

工地上，留守孩子呼唤爸妈

咬牙做200个深蹲，孩子患横纹肌溶解症
暑假“突击”运动要警惕，医生提醒：最好循序渐进

1.�加强适应性训练，注意循序渐进，尤其是新兵和体质较
弱者从训练时间、强度、耐热能力等各方面都要逐步递增。

2. 注意天气环境因素对运动安全的影响， 避免在阳光直
射、炎热潮湿的夏季中午进行大运动量训练。

3.��补充足够的水、电解质及维生素，鼓励少量多次饮水。
4. 运动者应了解在炎热或湿热环境下过度运动可以对机

体组织、器官产生损伤，不可勉强完成超量运动负荷。若出现身
体不适应及时就诊治疗，防止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提醒

如何预防运动性
横纹肌溶解症

美国工程师
教孩子发射火箭

7月9日， 湘一立信实验
中学， 美国工程师Pleddie�
Baker带领学生进行模拟火
箭发射试验。 他是美国宇航
局有着40年工作经验的工程
师， 曾辅助训练了阿波罗计
划飞行员飞向月球。当天，他
专程来到该校， 为学生揭秘
火箭发射知识， 带领他们感
受科学的魅力。

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毛子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