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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支持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

湖南推进在浏阳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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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1日讯 省政府官
网近日发布《湖南省推进湘赣边
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20—2022年）》，计划提
出， 支持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
推进在浏阳市筹建钱学森科技
大学(暂命名）。

根据计划，为加快湘赣边区
域合作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
建设，湖南将实施基本公共服务
保障工程，其中提高示范区基础
教育水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是
重要保障之一，包括实施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
程，新建一批芙蓉学校，加强乡
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
建设， 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信
息化水平，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加强区域内中等职业教育基础
能力建设， 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
件。 支持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推
进在浏阳市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
(暂命名)，由省教育厅、省发展改
革委、相关市县人民政府负责。

据浏阳日报此前报道，为确

保签约项目尽快落地，浏阳经开
区针对钱学森科技大学（筹）等
项目，密集召开了调度会议。

此外，湖南打造国际陶瓷之
都，将支持湖南工业大学加快醴
陵陶瓷学院建设，加快建设湖南
陶瓷技师学院，加强产业人才培
养和技术研发，促进陶瓷产业转
型升级。 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市县
人民政府负责。

文件明确，湖南还将打造交
通基础设施联通工程，围绕示范
区红色景点互通联动，加快区域
内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
线及通景道路连通对接， 打造
“一环五干两轨一网” 综合交通
网络， 实现三级公路直达国家
3A级以上景区。 依托湘赣边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以
“一节一会一论坛” 为标志的湘
赣边红色文化品牌，大力发展红
色文化旅游产业等。

■记者 李成辉

“以前上课无聊的时候， 就会
拿出小笔记本偷偷地为自己激动
的暑假做计划，想以此来给自己打
气，现在终于实现了。”刚刚从外旅
游回来的“准大学生”陈东冬告诉记
者，玩也玩够了，接下来将为进入大
学做准备了。那么，该如何准备？

【快乐假期】
摆摊卖书，帮助学弟学妹

高考一结束， 看着曾经被自
己精挑细选、 现在却显得多余的
教辅资料， 雅礼中学的张艺和同
学经过商量， 决定在学校附近摆
摊卖掉这部分资料。7月11日下
午5点，他们开始了“地摊之路”。

全新或者九成新的书本按标
价五折卖，半新按三折卖；满30元
则送一本《试题调研》。张艺告诉
记者，“我们卖书的时候会提前询
问学生的情况， 再给他们推荐相
应资料， 其中还有很多家长来向
我们咨询学习方法。” 就这样，摆
摊持续了差不多一周时间。

摆摊结束了， 在朋友的推荐
下， 她来到一所高中做语文老师
的助教，帮助老师改试卷，编写上
课资料。“这次暑假比我之前任何
一个假期都更加充实。”张艺说。

“充电”学习，过充实暑假

雅礼中学2020届学生黄靖
茜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准备大
学四六级考试， 她每天都会在上
午9点和下午3点开始背单词，并且
她还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在大学
开学前，我要背完一整本单词书。”

除了学习，记者发现，还有不
少同学选择利用这一闲暇的暑假
学一门特长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8月10日14点， 张家界市一
中的宋玉文刚刚辅导完妹妹的功
课，立马出发前往音乐教室，学习
尤克里里（夏威夷小吉他）。“小时

候没有时间学习特长， 高考结束
了就想重拾梦想。”虽然宋玉文现
在满手都被磨出水泡， 但是她仍
然很开心。

【学姐的话】
兼职赚钱？远不及好好学习

在大学， 不要挂科是最低要
求， 因为挂科会对以后的各种活
动有很大影响，包括评奖、交流、
保研、 甚至求职招聘； 有能力的
话，可以争取一下学校奖学金，好
学校的奖学金是十分丰厚的。很
多同学通过做兼职、打工赚钱，其
实都远没有好好学习拿一份奖学
金来得多； 多去图书馆或教学楼
学习，不要呆在寝室，除非你有极
强的自制力；英语学习不要落下，
四六级是必须要考过的， 练练口
语， 有机会可以参加学校的出国
交流活动，瞧瞧外面的世界。

———武汉大学2020级研究
生蒋诗雨

【老师的话】
正确认识大学，这是新起点

“本科四年是每个人最美的
一段年华， 也是今后个人发展的
关键期，这里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 需要以归零心态坚持终身
学习。”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团委
书记陶卓敏提醒准大学生们，大
学是开放的，自由的，但绝不是放
任自流的，学校的氛围轻松活泼，
但前提是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
老师不要求每个学生都做学霸或
优秀学生干部， 但大家的大学必
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从拿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 你们
就已经要离开父母庇护独自成长
啦，大学生活很美好，做好准备，
投入新的生活吧！”

■记者 杨斯涵 刘镇东
通讯员 陈蕊楠 匡楚玉

本报8月11日讯 你有
没有遇到过类似尴尬 ？比
如，家里灯泡坏了，想更换
却没梯子，买一个又嫌平时
用得少还占地方。8月11日，
记者从长沙市岳麓区获悉，
该区八字墙社区成立了长
沙首个“共享惠民站”，居民
在这里可以免费借到各种
生活用具、工具，大到轮椅、
梯子、工具箱，小至雨伞、剪
刀、手电筒等。附近居民还
自发组织自筹和募捐活动，
为“共享惠民站” 筹备了
1000余件物资及4000余本
书籍。

“老廖，我来借把伞，出
门走得急忘了带。”“好的，过
来登记一下就可以了。”8月
11日， 记者在位于长沙岳麓
区八字墙社区的“共享惠民
站”看到了这样一幕。

惠民站志愿者廖湘民介
绍，在此之前，小区哪家的
灯坏了都是个大麻烦，因为
买一个梯子换灯不仅贵，而
且平时用得不多还很占地
方。长沙市岳麓区八字墙社
区二级网格长吴君在走访
小区时了解到这一情况，便
决定发起成立这样的惠民
站。

“上次有个爹爹摔了一
跤， 当时就是在这里借的轮
椅和拐杖。” 说起惠民站，科
教新村小区居民姚曼利赞不
绝口。她认为，惠民站不仅方
便了大家， 而且让邻里间的
关系也更亲密了。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陈卫

本报8月11日讯“10月6日
之前， 招募15名符合本项目条
件、家庭贫困的矮小症患儿（内
源性生长激素缺乏症）。”三湘都
市报记者今日获悉，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加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基金会的“助力成长，关爱未来”
———矮小症儿童公益援助项目，
为符合矮小症（内源性生长激素
缺乏症） 患儿援助部分治疗药
物，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矮小主要是指儿童的身高
低于同年龄、同种族、同性别的
儿童平均身高的两个标准差，3
岁以后每年生长速度低于5cm，
可能是由于生长激素缺乏或分
泌不足、 家族性遗传矮身材、生
长激素不敏感、骨骼发育障碍等
原因导致。

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
现有矮小症人口约3900万人，

发病率约3%， 真正接受治疗的
不到3万人。

专家提醒，当家长发现孩子
生长发育落后于同龄孩子时，千
万不要认为孩子年龄还小，只是
“晚长”或者是营养不良。给孩子
盲目补充营养可能会营养过剩
引起性早熟，性早熟会导致孩子
骨骺线提前闭合，反而会促成矮
小。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医学评
估， 可能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甚至丧失治疗机会。因此针对儿
童矮小症，一定要早发现，早治
疗。

本次公益活动将招募15名
符合本项目条件的矮小症患儿
（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症），患儿
需要确诊为内源性生长激素缺
乏症， 且必须为经济困难家庭
（需开具相关证明文件）。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孟凡佳

矮小症患儿家长不妨报个名
湘雅启动公益援助项目，招募15名患儿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今天
从湖南省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
目前已经在三个院区全面实现
门急诊病历电子化， 这是继
2019年下半年该院实现住院病
历全部电子化后，再次率先在我
省推行门急诊电子病历。曾经让
人吐槽的“天书”病历在该医院
成为历史。

门急诊病历电子化后，患者
整个就诊过程中，只需一张导引
单便可进行扫码缴费、 取药、到
相关科室做检查。 就诊完毕后，
医生打印出纸质病历， 交予患

者。患者也可在门诊大厅自助打
印病历，或者使用医院微信公众
服务号，在手机上查看自己的病
历。

据悉，病历电子化后，不仅
可以避免“天书”病历难认，患者
也不用再担心病历本丢失的问
题，医生可随时通过系统调阅既
往就诊记录， 做出更准确的诊
断。另一方面，病历电子化还能
极大地方便医院对医疗质量进
行监控和管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远杉 孟凡佳

看病历不再是“读天书”
省人民医院推行电子病历全覆盖

摆摊卖书，“充电”学习……

暑期过半，“准大学生”们别荒废

“共享惠民站”
亮相岳麓区

8月11日，湖南省文
化馆，小朋友和家长在一
起观看京剧演出。 当日，
文化馆携手湖南省京剧
保护传承中心举办“京剧
艺术普及暑期惠民演出”
活动。 演出寓教于乐，深
受欢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