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让癌症患者“不出县”治疗
“基层肿瘤中心建
设培训项目”启动

旗袍主题的中国风、复古朋克特征的异域风情、古埃及木乃伊灵感
的文化风情……7月14日上午，一场以“幻梦之境”为主题的舞台秀在长
沙财经学校上演，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而这其实是这所中职学
校美发与形象设计、美容美体专业学生的技能成果展示。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英 刘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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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变化，高考投档线首现“小数点”
艺考招生取消本科提前批第二志愿，增设征集志愿，给高分掉档考生增加弥补失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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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4日讯 今天上
午，湖南省儿童医院第18期“小
胖墩瘦身夏令营”开营，平均体
重61.13公斤,总体重超过4890
斤的40名小胖墩们将迎接为期
14天的全封闭式瘦身训练。

记者了解到，本次“小胖墩
瘦身夏令营” 共有40名肥胖儿
童，平均体重61.13公斤，总体
重超过4890斤，其中，重度肥胖
的当属来自长沙市岳麓区的13
岁男孩张顺，身高1.72米，体重
高达212斤。

根据医生的检查， 此次参
加瘦身夏令营的40名小胖墩
中，男孩有34人，女孩6人。其中
18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尿酸高的有6人。 值得注意的
是，34名男孩中检查出外生殖
器短小的24人， 隐匿性阴茎7
人，性发育问题不容忽视。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所所长、 知名儿保专家钟燕介
绍， 根据历年来统计的数据，医

院筛查出的肥胖学生比例从
2002年的9.8%， 上升到了2019
年的13%。其中，部分初高中年
龄段的肥胖学生占比甚至高达
15%。

“肥胖儿童通常表现为身
材难长高， 男孩子性发育不良、
女孩子性早熟，大多还患有高血
压、 高血脂、 脂肪肝等‘成人
病’。”钟燕表示，肥胖不仅影响
孩子的形象和颜值，更重要的是
影响其生理发育和身心健康。例
如， 由于肥胖的孩子胸腹部、咽
部脂肪增多， 妨碍正常的呼吸，
容易造成缺氧，更容易患上呼吸
道感染、肺炎等呼吸道疾病。

在心理健康方面， 很多肥
胖的孩子都表现出缺乏自信
心、意志不够坚强、抗压能力弱
等问题， 这也关系到未来的升
学、就业、择偶等问题。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覃雅芬

实习生 严语

本报7月14日讯 近日，长沙
市南雅中学与宁乡经开区管委
会、 宁乡市教育局正式签订合作
办学协议， 共同打造南雅宁乡蓝
月谷学校。 这次合作是南雅中学
继托管雅境中学、南雅湘江中学、
株洲南雅实验中学后的第4所学
校， 也是南雅中学首度牵手教育
大市宁乡。 双方将实现教育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双赢，对整

体提升宁乡教育配套水平， 满足
宁乡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具有重要影响。

据介绍，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
学的南雅宁乡蓝月谷学校， 位于
宁乡经开区谐园路， 占地75.6亩，
计划开设54个教学班（其中小学
36个班、初中18个班），共可接纳
学生约2520人。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陈雅 彭婧男 陈科 黄辉

本报7月14日讯 昨日凌
晨， 我省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
组投档分数线出炉。 三湘都市报
记者发现， 公布的多所学校的投
档线出现了“小数点”的情况，这
在我省高考投档线中也是首次出
现的情况，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
今年艺考政策调整究竟带来哪些
影响？

高考投档线首现“小数点”

据统计，音乐（文）投档线最
高为南京师范大学340.9分； 美术
(文） 最高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50.7分， 且要求高考文化课成绩
要求达到文史类二本线。 紧随其
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投档线为348.7
分， 要求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
文史类一本线的90%；播音主持艺
术（文）最高为华中师范大学和暨
南大学，均为800分；编导（文）最
高为四川大学809分；表演(戏剧)
(文) 最高为成都理工大学313.6
分；舞蹈(文)最高为南京师范大学
334.9分；音乐(理)最高为湖南师
范大学322.2分；美术 (理)最高为
北京师范大学339.6分，且要求高
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理工类一本
线的90%；播音主持艺术(理)最高
为湖南师范大学722分；编导(理)
最高为四川大学762分，高考文化
成绩须达到理工类一本线。

在以往湖南公布的各批次录
取线及各批次院校投档线中，分
数均为整数。 但今年本科提前批
音乐类、美术类、舞蹈类、表演类
（服装表演）、表演类（戏剧表演）、
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类等6类专
业的投档线均出现了有小数点的
情况。 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是因为，上述这些专业今
年的计分方式有了重大变化：以
往是文化、 专业双过线基础上实
行“文化+专业”依照总分从高到
低进行投档； 但今年改为高考文
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30%+
专业统考成绩×70%，结果保留1
位小数。 对这6类专业的考生而
言， 这样的调整更利于专业突出
的学生。

艺考招生政策调整
还将带来这些变化

事实上， 今年湖南艺考招生
政策调整较大， 这也给考生在志
愿填报时带来一定影响。对此，道

南教育高考研究专家蔡晓辉博士
进行了解读。

首先， 今年取消了本科提前
批第二志愿， 增设了一次征集志
愿。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7日
8点—18点，录取预计在7月22日
左右结束。蔡晓辉表示，这是湖南
省首次在本科提前批针对艺术类
招生设置征集志愿。 征集志愿的
设置使得不慎掉档的考生多了一
次填报和录取的机会， 尤其是一
些高分掉档考生， 增加了一次弥
补第一次填报失误的机会。 但提
醒各位考生，在填报征集志愿时，
一定要分辨清楚该院校是非平行
组院校还是平行组院校， 自己的
文化和专业是否达到相关要求，
不要因为这些细节导致填报的征
集志愿是无效志愿。

其次，音乐类、美术类等6类专
业计分方式的调整，实际上也反映
了艺术类专业招生趋势———专业
成绩将占据越来越多的比重，专业
成绩含金量越来越高， 蔡晓辉分
析，如果考生在统考专业成绩上不
占优势，那么在平行组院校招生时
则需要更高的文化成绩来弥补自
己和其他考生的差距。

第三， 今年对湖南师范大学
的音乐表演和舞蹈学专业进行招
生录取改革试点， 将其文化课录
取成绩最低要求调整为不低于我
省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65%，专业成绩不低于艺术类专业
全省统一考试合格线， 由学校确
定排序规则进行录取， 录取时将
其安排在本科提前批非平行组。
蔡晓辉认为，这样的改革试点，对
期待报考湖南师大， 但今年专业
或者文化没有达到二本线的考生
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次调
整， 考生文化只需要达到二本线
的65%，专业不低于艺术类专业全
省统一考试合格线即可。

另外， 今年有艺术要求的有
关专业纳入高职（专科）层次艺术
类专业范围，制定了我省高职（专
科）层次艺术类专业目录，该调整
进一步规范了高职艺术类招生要
求。蔡晓辉介绍，以往在高职招生
中， 普通文化生也可以填报艺术
类相关专业，但本次调整后，艺术
生将在高职层次的院校艺术类专
业报考中， 或将占有更多招生计
划，专业也将有更多选择。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刘静

杨嘉仪 陈英

宁乡新添一所“南雅系”学校，9月将开学

中职学校上演
文化穿越之旅

长沙青少年肥胖检出率达13%
肥胖致男孩子性发育不良、女孩子性早熟，控制体重有诀窍

专家介绍，BMI为全球通用的身体肥胖指数， 其计算方
法为：BMI=体重（公斤）÷身高（米）的平方，7-12岁儿童大于
21即为肥胖。肥胖的控制干预关键要把握婴幼儿、学龄前与
青少年期这三个发育高峰阶段。

钟燕呼吁，儿童瘦身和控制体重的关键在于以运动为基
础，建立良好的生活行为方式，需要耐力和毅力，更需要家长
的共同参与和督促，但不宜盲目追求减重，在确保生长发育
所需营养的基础上科学瘦身，定期进行成长监测，让小胖墩
从根本上远离肥胖。

本报7月14日讯 13日，中
国癌症基金会在瓦里安医疗的
支持下开展的“基层肿瘤中心
建设培训项目” 暨第一期院长
培训班在长沙正式启动。 该项
目旨在保基本、强基层，特别是
提升县域医疗机构的肿瘤诊断
治疗能力， 从而更加稳步推进
国家分级诊疗政策，实现“大病
不出县”，惠及更多肿瘤患者。

2019年国家癌症中心报告
显示，2015年农村地区恶性肿
瘤死亡例数约为100.6万例（占
全国死亡例数的43.07％）。但作
为肿瘤治疗的常规手段之一，
放射治疗资源在中国极其匮乏
且分布失衡，目前，全国县级医
院仅拥有11.8%的放疗资源。远
远不能满足农村患者的需求。

中国癌症基金会积极募集
资金，携手瓦里安医疗启动“基
层肿瘤中心建设培训项目”，将
通过多层次培训帮助县级医疗
机构建立肿瘤中心， 培训放射
治疗医师、物理师和技术员，进
一步提升各区域、 各层次医疗
机构的诊疗能力。

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赵
平教授表示， 将不断强化中国
基层肿瘤中心建设， 尤其是建
立服务于农民的肿瘤规范化放
疗专科， 进一步提升中国基层
医院肿瘤诊治的能力， 挽救更
多乡村肿瘤患者的生命。

■记者 李琪

控制体重，关键在孩子的三个发育高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