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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长沙市疾控中心，市民在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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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 昆山杜克大学来湘招生
录取不只看高考成绩

本报 10月 28日讯 今
天，昆山杜克大学在长沙召开
2019年本科招生宣讲会，这是
该校第二年在湖南招本科生。
符合全国普通高考报名条件
并参加2019年高考的学生，即
日起可登录昆山杜克大学官
方网站提交相关申请，以获得
昆山杜克大学2019年本科录
取资格，网上申请将于2019年
1月3日上午11:00截止。

据悉， 昆山杜克大学是一
所非营利性的中美合作大学，
由美国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
在江苏昆山合作创办。在美国
排名前十的大学中， 杜克大
学是唯一一所在中国创办中
外合作大学的学校。 该校于
2013年9月获中国教育部批
准正式设立， 目前已设有四
年制本科学位教育和5个硕士
研究生项目。

在录取模式上， 该校打破
“一考定终身” 模式， 采用更
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541模
式”进行录取。具体来说，高
考成绩权重50%、 学校自主
综合评估权重40%、 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会考）成绩权重
10%，依据三部分综合评分，
并统一在普通类提前批次录
取。 昆山杜克大学新任校长
冯友梅教授表示：“湖南是著
名的教育大省， 拥有享誉全
国的优秀教育资源和莘莘学
子， 一直是昆山杜克大学高
度重视的重点招生省份。”冯
友梅介绍，2018年是昆山杜
克大学本科招生的第一年，
首届本科生中有5名是湖南
考生，均成绩优异。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本报10月28日讯 “少林
功夫”五步拳，双节棍拳操，幼
嫩的脸庞神采飞扬， 动作刚柔
并济……昨日， 一场“武术盛
宴” 在湖南农业大学子弟小学
上演。 原来， 该校正在举行以
“传承武术文化， 演绎精彩人
生” 为主题的武术教学专场汇
报表演。让人惊讶的是，在这所
小学， 每个孩子都会几招武术
招式，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
班每周都有1-2节武术课。

自编武术教材

为何要这么重视武术教
学？“武术不受场地、器械、气候
条件和身体条件等限制， 在校
园里推广普及， 不但能促进青
少年的身体健康， 也是弘扬传
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该校校长
张豪告诉记者，2013年，学校正
式将武术纳入校本课程， 固定
时间、固定场地、固定师资等开
展统一教学。为了避免“走过场”

的情况， 该校在武术教学时，根
据学生实际情况，分低、中、高年
级，自编武术校本教材。

据介绍， 湖南农大子弟小
学聘请了武术专业人士担任教
练。在此基础上，成立武术社团，
常年坚持训练。同时，每天的大
课间，学生都要练习武术操。

武术成绩影响评“三好”

为了让孩子们更重视武术
和体育项目， 该校还作了一项
硬性规定———如果学生的武术
成绩达不到“良好”以上，则不
能被评为三好学生。 接受采访
的五年级小朋友辰辰笑着说：
“最喜欢做武术操，有时候会幻
想自己成为一名‘武林高手’。”
在张豪看来，体育、艺术素质体
现国民素质， 而小学阶段的训
练尤为重要，通过武术训练，学
生们明显表现得更吃苦耐劳、
更懂得谦逊礼让。■记者 黄京

陈舒仪 实习生 陈景涵

本报10月28日讯 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举行“创新杯”小
学心理健康课程故事决赛，湖
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专职心理
教研员彭玮婧作为评委， 在现
场分享她的心理教学理念，引
发众多心理学老师关注。 从高
校“转战”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再到教育科研机构做研究，彭
玮婧的身份历经教师、公务员、
教研员的华丽转变， 但唯一不
变的是她十年如一日地始终如
一的教育情怀与梦想。

今年5月，彭玮婧来到常德
市石门县， 开展中小学教师心
理健康教育素养调研，下农村、
进课堂，先后听了30余节课，访
谈了近60位教师。 为什么要做

这项调研？“在大学做心理老师
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真正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是少数，
更多是成长中慢慢积累的‘心
结’ 或是环境变化后产生的困
惑。现在我来到中小学领域，就
是希望将工作‘前移’，从这个
阶段开始就为学生心理的健康
发展创设有益环境。”

彭玮婧认为， 现在学校和
社会都很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而学生还在成长期，
教育工作者更应关注“发展”，
而不是仅仅盯着“问题”。“要注
重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
这样他们走出校园也能乐观从
容地过好一生。”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本报10月28日讯 湖南
的妈妈们不用担心了！ 进口五
价轮状病毒疫苗经过严格的批
签发流程， 在国内成功获批上
市。今天下午，进口口服五价重
配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在长沙
市妇幼正式上市， 填补我省多
价轮状病毒疫苗的空白， 将对
婴幼儿的保护提前到1.5月龄。

根据国家批准， 进口五价

轮状病毒疫苗适用于6至32周
龄婴儿接种， 可预防血清型
G1、G2、G3、G4、G9导致的婴
幼儿轮状病毒肠胃炎， 保护更
全面。 该疫苗采用三剂口服免
疫程序———6至12周龄口服第
一剂， 其后剂次各间隔4至10
周， 并在32周龄内完成全部三
剂次口服接种。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亚娜 沈菁

本报10月28日讯 以前，
终末期肾脏病患者做透析必须
到大型医院， 床位紧张的情况
不可避免。昨日，经湖南省卫计
委批准成立的全省首家独立血
液透析中心（也称血液净化中
心），在湖南省交通医院正式运
行， 这意味着终末期肾脏疾病

患者做透析将更加方便。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我国

社区化血液透析中心可能以3
公里-5公里为半径设立， 终末
期肾脏疾病患者有望在社区接
受治疗， 做血液透析将更加便
利。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师琦 王仕亚

本报10月28日讯 备受
关注的九价宫颈癌疫苗（又称
HPV疫苗）终于来了 。“本来打
算带她去香港打的， 听说长沙
也能打，我立即关注，没想到约
到了第一针。”看着16岁的女儿
小琳接种完疫苗， 彭女士赶紧
帮她把袖子整理好。今天下午，
湖南省HPV疫苗“首针”在长沙
市妇幼保健院接种， 正在上高
二的小琳成为首位接种者。

九价预防效果更好

去年，二价、四价HPV疫苗
在湖南相继上市， 随着九价
HPV疫苗的上市， 湖南女性健
康有了更安全的护盾。今天，关
于人乳头瘤病毒(HPV)�及五价
轮状疫苗培训会同步在长沙举
行， 全省各级预防接种门诊人
员约200余人参加。

HPV疫苗是一种预防宫颈
癌发病的疫苗。宫颈癌主要由感
染人乳头瘤病毒（HPV）引起，该
疫苗通过预防HPV病毒感染，进
而有效预防了宫颈癌的发病。

HPV疫苗有3种，其中二价

和四价早已在国内上市， 而九
价今年刚获批进入中国市场。
从功效上看， 九价HPV疫苗对
于宫颈癌的预防效果更好，已
经达到了可以预防超过90%宫
颈癌和90%生殖器疣的功效。

专家提醒， 即便接种过疫
苗后， 还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
查。安全的性行为和健康的生活
方式对于疾病的预防也很重要。

三针疫苗花费约四千

二价HPV疫苗适用于9岁
-45岁女性， 四价HPV疫苗适
用于20岁-45岁女性， 九价
HPV疫苗适用于16岁-26岁女
性，20岁-26岁之间的女性可
选择接种任意一种疫苗， 但是
不能混打。

每种宫颈癌疫苗适用女性
年龄不同，但接种流程都是分3
次注射给药。 二价宫颈癌疫苗
三针接种完共计价格约1828.5
元， 四价宫颈癌疫苗三针接种
共计价格约2482.5元, 九价约
3982.5元。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亚娜 沈菁

16岁女生接种九价HPV疫苗湖南首针
三针疫苗花费约四千 只适用于16岁—26岁女性 对疫苗有疑惑？这里有答案

1.接种了二价或四价疫苗
后，还要打九价吗？没必要重复
接种，二价或四价疫苗已对70%
的宫颈癌有了保护效果， 再打
九价属于锦上添花， 操作上没
问题，看个人意愿和经济条件。

2.HPV疫苗和其他疫苗是
否有交叉反应？截至目前，尚未
发现HPV疫苗会和其他疫苗产
生交叉反应。不过错开安排接种
时间更佳。

3.接种前已开始性生活对
于接种的影响？ 是否接种HPV
疫苗只取决于是否属于推荐人
群，因此，接种前已有性生活史不
影响接种，但是这些人群接种后，
疫苗的预防效果会显著减弱。

4.已经感染过HPV有没有
必要接种疫苗？HPV病毒有多
种亚型， 一般都是仅感染一种
亚型， 九价疫苗可以预防至少
八种亚型。但是，疫苗不具备治
疗效果，若确认感染HPV病毒，
最好在治愈后再去接种， 否则
将会影响接种效果。

5. 打完疫苗后多久可备
孕？建议间隔3—6个月后再怀孕。

6. 接种后保护期多久？疫
苗在欧美国家上市不足十年，跟
踪研究发现保护性抗体目前还
存在。保护效果需要时间验证。

7. 如何预约接种？16～26
岁女性可关注“约苗”微信公众
号，预约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

打疫苗前，你需要知道这些

进口五价轮状病毒疫苗在湘上市

肾脏病患者做透析将更便利

武术不“达标”，不能评“三好”
这所小学的每个孩子都会几招武术,每天有武术操

彭玮婧：始终如一的教育情怀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