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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长沙市
南湖片区火车头文化
公园， 经过修整装饰
后的老火车焕然一
新。该园于去年8月开
始提质改造， 对老火
车头及车厢进行翻
新，新建休息廊架、景
观雕塑等设施， 预计
下月底全面完工。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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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下11粒磁铁玩具，7龄童肠胃穿孔
磁铁玩具“神奇”又好玩?�可孩子塞进鼻孔，或者吃到肚子里，就不是好玩的了！

◆李毅（母亲：李和香，父亲：李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313080，声明作废。

◆甘慧妮 (父亲：甘兴，母亲：甘亚）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N43019169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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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尸启事
2018 年 4 月 6 日 9 时许，长沙
市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
接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段
发现一名女尸，身高约 160CM，
上身穿红色棉袄、下身穿黑色
牛仔裤和黑色高跟皮鞋，在左
右手无名指处各带有一枚银戒
指，另左手带有一个玉镯，如
有上述失踪人员请与我所联系。
联系人：孙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刘跃云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22200091,声明作废。

◆刘凤琼遗失湖南工学院毕业
证，证号 93152，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窦敬雯遗失毕业证，
编号 105421201605004278，声明作废。

◆陈欣然（父亲:陈达，母亲:刘
昱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M431065072，声明作废。

◆李俊健遗失恒大华府开具的
商品房认购（收据联，客户联）
共 1份，收据编号：0003095，金
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张乃琪（父亲:张欢，母亲:
喻敏）遗失出生证明，编号：
Q430387583，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窦敬雯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610542203154，声明作废。

◆株洲金谷市场 3 楼 46 号商铺
李冠辉遗失装修押金收据一张，
金额 2000元整，特声明作废。
◆吴悠然(父亲:吴可，母亲:
汤中子)遗失出生证明，编号
M430627233，声明作废。

◆谭鑫（父亲：谭义元，母亲：蒋丽
芳）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G430759728，声明作废。

◆龚宸宇（父亲：龚庆新，母亲：李
霞）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821189，声明作废。

本报4月8日讯 衡阳耒阳
的陈雪（化名）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96258反映，有着副高职称的
她被所在医院以“女工人年满
50周岁”为由要求办理退休。人
社部门对此作出回应，“高级职
称专业技术人员法定退休年龄
为60周岁”。

3月19日，陈雪年满50岁。3
月26日，她供职的单位耒阳市中
医院下发通知，安排其办理退休
手续，并从4月1日起不再安排其
上班。陈雪说，自己确实年满50
岁，但自己在医院从事临床一线
工作且具有副高职称，属于从事
技术岗位的高级职称人员。陈雪
多次找院方交涉，但单位坚持让
其办理退休。陈雪选择拒绝在退
休手续上签字。

记者就此联系了该院负责
办理职工退休手续的陈主任。

“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
名工人， 但又具有高级职称。”
陈主任表示， 省里有文件但地
方上并没有文件对陈雪他们这
部分“特殊”人员的处理规定，
“现在系统自动设置，女工人50
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她的
信息系统已经设置好了， 这名
职工在我们系统里已经是退休
状态。”

记者当即联系耒阳市人社
局，请工作人员进行回应。

“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
陈雪的办理退休申请，也不存在
在人社系统提前设置并办理参
保人员退休手续。” 耒阳市人社
局工作人员说。他表示，相关政策
是国家层面制定的， 省里没有调
整权限，市、区更没有，“按照规定，
事业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
业技术人员，年满六十周岁退休；
如本人申请， 可在年满五十五周
岁时自愿退休。因此，具有高级职
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除了本人提
出申请外，应在六十周岁退休。”

■记者王智芳

本报4月8日讯 长沙又
为孩子们发“锦鲤包”了！三湘
都市报记者今日从长沙市教育
局获悉， 为有效保障招生入学
需求， 进一步化解长沙义务教
育阶段“大班额”问题，今年长
沙市将计划新、 扩建中小学校
32所。其中市计划校25所，区县
(市)自建校7所，预计新增学位
达47410个。可以预见，长沙孩
子家门口的好学校将越来越
多，上学也将越来越近。

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各类
项目校应在今年11月底前完
成主体工程以上建设任务，同
时要按省、 市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标准的要求建设。 今年的义
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已纳入对
相关责任单位年度绩效考核范
围， 项目建设情况将与年度奖
惩直接挂钩。 长沙市教育局将
根据项目进度情况定期进行通
报， 对项目建设执行不力的单
位，将采取约谈、通报等相应措
施。 ■记者 黄京

4月8日，7岁男孩小梁贪玩将一枚磁铁吸入鼻腔内，
紧急送医取出后才脱离了危险。现在，市场上磁铁玩具非
常多，也深受孩子们喜爱。但记者从长沙市多家医院了解
到，近来因为磁铁玩具引发的孩子安全事故真不少，有的
塞鼻孔，有的吃下肚。

专家表示，除了塞进鼻孔影响呼吸，孩子将磁铁吃下
肚也非常危险，因为磁铁可能在消化道里吸引成团，甚至
在不同的肠管里吸引， 导致肠梗阻或者坏死。 很多情况
下，不少玩具的磁性部件需要通过手术移除，会对孩子的
消化道造成永久性伤害。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通讯员 周定刚 汤雪

7岁的小梁闲着无聊， 拿出
一颗粒状小磁铁平躺在沙发上
玩耍。玩耍过程中，磁铁滑入他的
左侧鼻腔内，尝试许久无法取出，
这才向家人求助。

家长想利用磁性原理把左
鼻腔内磁铁吸出，就手持另一枚
磁铁放在孩子鼻子前,谁知道一

不小心，另一枚磁铁竟因磁力作
用迅速被吸入孩子右侧鼻腔内，
两枚强力磁铁一左一右紧紧相
吸，正好堵在鼻中隔两旁，孩子
呼吸不畅。

随后，家人带着他来到南华大
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医生通过鼻
内镜才将两个磁铁取出。

康康和小梁一样，也是7岁。
2月份， 他在文具店买回一盒磁
铁玩具，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
一连吃下 11�粒磁铁。

家人慌了， 赶紧将他送进
衡东当地医院治疗， 但磁铁已
经进入胃肠道中， 无法通过胃
镜取出，孩子也出现了呕吐、腹
痛的症状。随后，康康被紧急转
诊至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一

科。医生给康康进行了手术，发
现他的胃里有6粒磁铁， 另外5
粒磁铁已进入小肠。 由于磁铁
的强力磁性， 将孩子的胃和小
肠紧紧的吸到了一起， 形成了
粘连肠梗。

医师术中取出了 X线显影
出的 11�粒磁铁， 而且探查发现
胃和小肠可见多处穿孔，于是做
了胃和小肠的修补。

两磁铁紧吸在鼻腔，孩子只能用嘴呼吸

吃下11粒磁铁，小肠和胃都穿孔了案例二 相关链接

小梁和康康的“危险磁铁”
并不是个案。记者从长沙市多家
医院了解到，这样的安全事件经
常发生。仅康康入院的2月份，湖
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四例吃
磁铁的学龄儿童。

而在玩具市场，这样潜伏着
危险的玩具品种非常多。记者在
长沙市汽车西站附近的湘浙小
商品市场发现，百变积木、钓鱼
玩具、发声玩具、迷宫玩具，不少
儿童喜欢的玩具都是由磁铁制
作的。在淘宝上，磁铁玩具种类
更加齐全，纽扣磁铁、磁铁实验

套装、方块巴克球、彩色磁铁片
等，都是由小部件的磁铁组成。

长沙市金峰博才小学附近
的文具店里，一款由各种黄豆粒
大小的磁珠搭起的“巴克球”，被
称为“网红玩具”。记者看到，这
款玩具可拆装成一粒粒的小磁
珠，且磁性非常强，相隔2厘米可
迅速吸在一起，且需要用力才能
分开。对于“巴克球”适合的年
龄，文具店店主表示五六岁就可
以玩，而玩具盒子的背后，却写
着“仅限14周岁以上使用，谨防
儿童误食”。

磁铁玩具热销，危险潜伏
“我有副高职称，
单位却硬要我50岁退休”

长沙今年新扩建32所中小学校
预计新增学位4.7万余个

老火车头
焕新颜

今年长沙将新改扩建33所公办
幼儿园，新增学位6360个。据悉，公办
幼儿园建设实行分层管理，市计划项
目园由长沙市教育局管理，纳入对相
关责任单位绩效考核范围；自建项目
园由区县(市)自主管理。各类项目园
应在今年11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以
上建设任务。 ■记者 黄京

这33所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你家附近有吗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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