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跳绳劈叉
8岁女童面临瘫痪

链接

本报3月6日讯 在新冠疫情
下，学校推迟复学，孩子们都宅家
里上网课。8岁的乐乐，练习跳绳劈
叉时突然腰痛。 到省儿童医院检
查， 确诊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
伤。 目前孩子已经接受治疗三天，
效果不明显，仍处于瘫痪状态。

医生提醒，8岁以下孩子容
易脊髓损伤，跳舞、运动的时候，
要警惕受伤害。

乐乐是一个爱运动的女孩。
3月1日，她在家跳绳、劈叉后，起
身时大叫一声，直喊腰痛。奶奶
赶紧过来扶她休息，但休息后的
乐乐走不动路了， 腰痛更加剧
烈。家人赶紧带着乐乐到医院就
诊，医生查CT没发现异常，建议
将孩子转至省儿童医院就诊。

经检查， 神经内科杨理明教
授根据检查结果和患儿病史诊断
考虑：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

杨理明介绍，脊髓损伤通常
是由钝性伤导致，是一类在影像
学上见不到骨折或脱位的外伤
性脊髓损伤。除了车祸等外力导
致的意外伤害之外，还有做高难
度动作，如下腰、拉伸、跨步动作
太多等都可以导致孩子受伤，多
发生于8岁以下的儿童。 孩子在
做对柔韧性较高要求的拉伸动
作、体操动作时，一定要有专业
人士指导，要充分考虑孩子的承
受能力。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娇 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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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100个心愿，共圆战“疫”英雄梦
300万元公益金！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团队托本报捎话：您的心愿，我们帮您一起圆

“旧时街景”绘墙
老旧小区成网红

本报3月6日讯 “阿姨您
好，家里有废口罩吗？可以三个
换一个新口罩或者五个换一盆
多肉植物哦！”今天上午，长沙
市开福区洪山街道洪雅社区的
社工小莉、刘婷，一大早就在社
区设置的废弃口罩“兑换台”，开
始对进出小区的居民宣讲文明
使用口罩及旧口罩的处理方法。

为防止使用过的口罩随意
丢弃造成环境污染、 病毒的二
次传播，自3月2日开始，洪雅社

区便设置了两个废弃口罩“兑
换台”，携手长沙市双林社会工
作中心开展“战疫要环保，旧罩
换新颜”活动。

“以旧换新活动，主要目的
是让群众能主动参与到疫情防
控中来， 形成一个自我防护的
习惯。”洪雅社区负责人表示。

截至今天下午，该社区共回
收废旧口罩800余个，兑换出新
口罩200多个。 ■记者丁鹏志

通讯员 丁岳云 李宁

在这场战“疫”
中，涌现出无数的凡
人英雄，他们以血肉
之躯抗击着疫魔，每
一个身影都大写着
付出和牺牲。因为要

守护生命，他们不得不舍弃了平日里触手可及的心愿。
3月6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团队委托三湘都市报捎

话：我们希望能帮你“圆梦”。即日起，天天正能量联合三湘都
市报等全国各地媒体寻找和征集一百位战“疫”英雄的心愿，
与全社会一起共圆英雄梦。

■ 记者 杨洁规

你们的心愿
我们想搭把手

“妈妈还没去过北京， 等疫
情结束，想带父母去北京，看看
雄伟的天安门， 看看美丽的故
宫……”这是护士甘雨珠的心愿。

战疫英雄们，因为奋战在抗
疫一线，有人不能像往年一样陪
心爱的女儿过生日，吃上一口蛋
糕；有人妻子临产，却不能当面
看刚出生的孩子一眼；有的临近
婚期，还没来得及跟未婚夫拍婚
纱照； 还有的因为紧急出发，错
过了春节的那张全家福……

“英雄背后， 我们都是后援
团。”这些心愿和遗憾，让天天
正能量团队和三湘都市报团队
既感动又心酸，想搭一把手。

100多位战“疫”英雄
已获奖励

一个月以前，天天正能量联
合三湘都市报等全国各地媒体
推出了“战‘疫’英雄榜”，褒奖奋
战在战“疫”一线的“凡人英雄”。

英雄榜上， 有医务人员和
警察， 也有货车司机、 快递小
哥， 还有深入一线报道疫情的
记者，以及理发师、教师、环卫
工、学生、农民等100多位身份各
异的战“疫”英雄，天天正能量已

为他们颁发了140多万元奖金。
其中， 大年初一逆行武汉当志
愿者的长沙伢子郑能量， 经本
报率先报道后，获得2万元奖金。

300万元公益金
帮英雄圆梦

为 了 进 一 步 表 达 对 战
“疫 ”英雄的敬意，助力他们
实现温暖梦想， 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联合三湘都市报等
全国媒体再次发起“共圆英
雄梦”活动。

即日起，面向抗“疫”一线的
医护人员、警察和志愿者，以及
快递小哥、司机、环卫工等个人
或群体，征集100个战“疫”英雄
的温暖心愿或他们的困难及诉
求，天天正能量将设置300万元
公益金，与全国媒体联动，共同
组织正能量合伙人、 志愿者团
队，一起为英雄圆梦。

1.关注天天正能量微信
公众号（zhnlali）留言

2.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公众号和微博私信留言

3.拨打三湘都市报热线
0731-84326110

防止“二次污染”,口罩以旧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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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在墙上的旧工厂、 旧火
车，挂在墙上的自行车……原本
只有在展馆或景区才能看到的
3D壁画， 如今却现身永州市冷
水滩区活龙井社区。这里原本是
永州老火车站家属区， 在2019
年10月之前，这里脏乱不堪，与
周边繁华街市格格不入。活龙井
社区书记王彦娉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
前提下，以“铁路文化”和“老城
街景”为主题在墙上绘制立体墙
画， 让老旧住宅区焕然一新，成
为市民的新网红。

见习记者 周可 摄影报道

本报3月6日讯生活垃圾处
理量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座城市
的活跃人口数量。今日，记者从长
沙市第一垃圾中转场获悉，目前，
长沙城区垃圾日处理量达5100
多吨，已经接近春节前水平。

“国金中心周边区域垃圾
站的垃圾量明显增加！”芙蓉区
环卫维护中心业务督查科科长
段健说，长沙全面复工后，辖区
每天收集的垃圾总量逐步增
加，进入三月以后，芙蓉区日均
垃圾量已恢复到400吨。针对五
一广场附近人流量增加的情
况， 该中心在重点区域增派环
卫工， 垃圾收运车缩短了收运
间隔时间。

全面复工后， 开福区目前
日均垃圾产量约950吨。开福区

传化物流、深水码头、茅亭子司
马里、民主东街、潮宗街等区域
的人流、车流情况，已经恢复到
了春节前的水平。

“3 月 6 日 垃 圾 产 生 量
5109.71吨 ， 这从侧面反映了
长沙复工复产。”长沙市第一垃
圾中转处理场办公室主任郭俣
均介绍说，今年受春节期间垃圾
规律性减量及疫情的双重影响，
长沙市垃圾日产生量下降了三
到四成，从2月中旬开始，生活垃
圾逐日上升，日均垃圾量达5100
余吨，已接近春节前水平。

长沙城管呼吁市民保持垃
圾分类好习惯，在家中就自觉分
好干垃圾、湿垃圾，并遵照物业
小区分类垃圾桶的指示， 准确
投放干湿垃圾。 ■记者 杨洁规

长沙城市生活恢复几何？ 这个数据告诉你
城区垃圾日均5100余吨，接近春节前水平

3月5日，随着最后一批援建
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
13名参建者走出隔离区，中建五
局返回长沙的8批次427名援建
者安全通过隔离医学观察期，
“零确诊、零疑似”，平安回家。

“在工地现场，即使是寒风
刺骨的凌晨， 我们依然热火朝
天地干着。”回想起雷神山援建
的日子，工人邹秋隆形容“激战
十日，与病魔交锋”。他是劳务
工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 响应
援建号召主动报名参加。 随着
两所医院建成， 邹秋隆等人陆
续返湘。 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去
向成为所有人的牵挂。 长沙市
雨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统
一指挥， 在长沙建筑工程学院

开辟集中医学观察点， 井湾子
街道、仁和医院、井湾子派出所
等部门主动承接， 细致做好隔
离观察和安全防护工作。

“我们回来后受到了英雄
般的待遇，政府、公司对我们关
怀备至， 我隔离的这十几天还
长胖了一公斤。”中建五局三公
司胡平表示。

据悉，从2月6日起，第一批
41名援建者入驻集中医学观察
点， 到今天最后一批援建者离
开，雨花区各部门协同作战，按
照防疫要求， 以高质高效的医
疗服务和后勤服务为他们提供
了保障。 目前已有部分援建者
投入复工复产工作中。

■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雷敏

“我们回来后受到英雄般的待遇”
中建五局427名援建火神山雷神山人员解除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