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6日讯 孩子咳嗽总是
不好？家长要重视了，因为长期咳嗽可
能“变异”成哮喘。湖南省儿童医院专
家提醒，“咳嗽变异性哮喘” 是一种特
殊类型的哮喘， 严重影响孩子的学习
和正常生活，需要及时就医治疗。

4岁的小尹，自从今年春季上幼儿
园后，反复咳嗽近2个多月了。尤其是
晚上、晨起及活动后，他会咳得特别厉
害，有时一咳就几十分钟停不下来。家
长带他看了西医又看中医， 打针吃药
都尝试了，抗生素也吃了不少，可咳嗽
有时好一点点，天气转凉又加重，总不
“断根”。“孩子很遭罪的， 这是怎么回
事？”妈妈带着他再次来到湖南省儿童
医院。医院反复询问病史，最后确诊，
小尹患上的可能就是这种特殊类型的
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

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一科主任医
师饶花平教授介绍， 哮喘是一种以慢
性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为特征的
异质性疾病， 以反复发作的喘息、咳
嗽、气促、胸闷为主要临床表现，常在
夜间和（或）凌晨发作或加剧，与遗传、
过敏体质、肥胖、早产、父母吸烟有一
定的关系。

据统计，近年来，湖南省儿童医院
每年门诊要接诊1万人次以上哮喘儿
童，咳嗽变异性哮喘占近三分之一。其
中， 部分病情严重而需要住院治疗的
有近2000人次，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
高达17%。

目前，哮喘尚不能根治，治疗过程
属于一场持久战。 因为需要使用气雾
剂，也就是皮质激素来治疗，许多家长
很担心。饶花平教授解释，家长完全没
必要担心， 因为孩子吸入的剂量非常
少，副作用几乎可以忽略。因此孩子患
哮喘后必须长期坚持规范用药， 减药
更需要综合评估后逐步递减， 切不可
在症状缓解后擅自停药， 否则很容易
出现病情反复，甚至会加重病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雅雯

孩子反复咳嗽不见好
当心“变异”成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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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18年， 全省
招生的中职学校共有396
所。2018年在校生人数达
66.15万人， 毕业生21.1万
人，就业率达97%。毫无疑
问， 中职学校为我省培养
了一大批技术能手。 但许
多与会的中职学校校长都
坦言， 生源较差也已成为
制约我省中职教育发展的
一大障碍。 在湖南农业大
学教育学院院长郭丽君看
来， 中职学校办学质量不

高，也与师资缺口大、结构
不合理等相关。

当下，“高职扩招100
万”的政策，也为中职教育
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处处长余伟良分析，
一方面， 中职学生升入高
职院校继续深造的比例会
大幅上升；另一方面，高职
扩招之后， 技能人才数量
也会增加， 这将提升社会
对技能人才的用人标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拥有长沙长菱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长沙亚伯兰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两户债权总额 3835.06 万
元， 其中债权本金 2082.88 万元，债
权利息 568.83 万元，孳生利息（含迟
延履行金）1164.71 万元， 代垫费用
18.64 万元； 上述债权数额计算截止
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项目债权担
保方式为抵押 + 保证担保。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债权担保
及瑕疵情况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
//www.gwam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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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公告

本报5月6日讯 又到招生
季， 湖南将对中职学校违规招生
重拳整治。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
获悉，《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
办学行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下称《方案》）已于近日出
台。根据《方案》，我省将对“违法
违规招生”、“违规联合办学”、“学
籍管理违规”、“违规设置专业”、
“违规组织实习”、“违规校外设
点”六类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省将完善“湖南省中等职
业教 育 阳光 招生 信 息平 台 ”
（http://zsxxtp.hnedu.cn）， 统
一、 权威发布全省中职招生信息
和省市两级举报电话。市州、县市
区专项整治办制定完善本级阳光
招生宣传制度机制，于5月31日前

将“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光招
生信息平台” 推送给全体应届初
三学生及家长， 确保中职招生信
息发布权威对称、内容真实、简洁
实用。

《方案》 提出， 各级教育、人
社、 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工作纪
律，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依
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省
教育厅、 省人社厅对中职学校违
法违规招收的学生不予注册学
籍，并视情节严重程度，责令市州
教育、 人社部门给予调减招生计
划、暂停招生资格、吊销办学许可
证等处理；对情节严重、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扫版面右上角二维码看各
地举报电话）

■记者 黄京

我省首创中职生文化素质“普测”
时间为6月下旬，普测对象为全省中职学校全日制在校二年级学生

“考不 上
高 中 就 去 读
中职”、“中职
生 成 绩 都 不
好” ……类似
的偏见不少。

如何增强中职教育吸引力， 为中职学校和中职生“正
名”？5月6日，由省教育厅主办、湖南农业大学承办的
湖南省第二届中职学校校长论坛在长沙举行。 来自全
省400多名教育专家及中职教育者齐聚一堂， 共谋湖
南职教发展。

■记者 黄京

中职学校违规招生将被吊销办学许可证
我省出台专项整治方案，严查六类突出问题，完善招生信息平台

5月6日晚，2019年湖南
省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启动仪
式暨“文明风采”展示展演在长
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举
行。 此次展演是湖南中职教育
成果的一次展现， 也是对全省
中职学子的一次莫大鼓舞，更
是湖南中职向祖国七十华诞的
青春献礼。

记者 刘镇东 摄影报道

匠心铸未来

在全省开展普测工作
之前，我省已在株洲、长沙
等地的学校进行试点，长
沙市财经学校就是其中
一所。该校校长陈全宝认
为，社会对中职学校的偏
见，与学校不重视学风建
设 、 不注重文化教学有
关。陈全宝介绍，通过开
展普测工作，狠抓德育教
育，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目标，特别是提升了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
质。“这将是伴随他们一生
的能力。”

余伟良则表示， 对中
职学生而言， 职业迁移能
力相当重要， 将直接决定
他们的未来发展。“必须夯

实中职生的文化素养，否
则可能出现技能跟不上市
场需求的局面。” 他认为，
普测工作的开展必将促使
中职学校加强学风建设，
让既重技能又重文化在校
园蔚然成风。 同时还能以
此作为加强中职学校办学
秩序管理、 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的抓手。

应若平表示，接下来，
要把全省统一组织公共基
础课普测和市州组织专业
技能抽测有机结合起来，
推动中职学校形成一手抓
公共基础课教学， 一手抓
专业技能教学的良好局
面， 为培养德技双馨的技
术技能人才奠定基础。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会
议现场获悉， 为了倒逼中
职学校狠抓学风教风，提
升中职人才培养质量，湖
南从今年起在全省中等职
业学校开展公共基础课普
遍测试工作 （下称“普
测”），此举在全国属首创。
根据相关安排， 今年参加
普测对象为全省中职学校
全日制在校二年级学生。
普测时间为6月下旬。普测
采用网络考试方式，考生
答题 、 答卷提交以及试
卷评阅均在计算机上进

行 。 测试合格率分别以
市州、学校为单位计算，
将作为省教育厅评价市
州和中职学校教学质量
的重要参考， 并作为遴选
推荐有关省级重点项目的
重要依据。

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
平认为，要依托普测工作，
推动中职教育质量评价体
系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目
前已初步完成全省题库建
设， 各地各校要尽快制定
组考方案， 同时全面改善
考试条件。

中职人才培养亟需“提质”现状

全省中职生开展文化素质普测首创

目标 培养德技双馨的技能人才

健康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