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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月家里要添置一台洗衣机， 凭着对海尔

产品的信赖， 父亲去商场选取了一台海尔洗衣

机。回家等候不久，海尔株洲亨泰的服务工程师

就带着父亲选好的洗衣机来到了家里。 他们在

选好安装位置后，就开始细心的检测安装环境，

在检测到电源插座陈旧并有些裂缝时， 他们提

出了更换的建议，我知道了后果严重性。我赶忙

将插座买了回来，在经过更换稳固后，终于把洗

衣机安装好了，事后他们微笑着向我告别，我感

到很奇怪， 问道：“这样耽误你们正常的工作时

间，很是过意不去？ ”他们说道：“能为顾客做点

事情，这是我们职责”。温暖的话语让我感动，心

里难以平静。在这短短的接触过程中，我又一次

感受到了海尔那真诚的心。

真诚海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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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

饭前、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

2、餐具要卫生。

3、饮食要卫生，生吃的蔬菜、瓜果、梨

桃之类的食物一定要洗净皮。 剩饭菜食用

前一定要热透。

4、生、熟食品要分开。

5、对不熟悉的野生动物不要随意采捕

食用， 海蜇等产品宜用饱和食盐水浸泡保

存，食用前应冲洗干净。扁豆一定要焖熟后

食用。

6、 服用药品时一定要遵照医嘱服用，

千万注意不要超剂量服用， 以免造成药物

中毒。 食物中毒后越早去医院越有利于抢

救。

七月流火， 酷热的炎夏让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足不出户，“宅在家里玩电脑”

成为更多消费者自成一派的乐趣。 要想

在家中欣赏 3D 大片、 玩转 3D 游戏，一

体机电脑无疑是家庭娱乐的最佳终端。

今年暑假， 作为联想一体台式机的主力

产品，联想终结者 B以突破性的“真 3D”

技术为大家奉上豪华视觉体验， 更以史

无前例的 10999 元将冰点价格横扫整个

一体台式机市场。

联想终结者 B 吸引消费者的，不仅

是领先的应用以及超强性价比，更在于

其堪比台式机的至强性能。 依靠先进的

SandyBridge 平台、GDDR5 顶级显卡，终结者

B 与前代产品相比的运行速度提升近 50%，

将用户运行大型游戏、 处理大型图形软件时

的等待时间减少了一半， 让一体机的性能再

攀巅峰。 另外，终结者 B 系列更打破了一体

机在扩展性方面的尴尬， 独有的铠甲式易拉

门设计，轻轻一拉，即可扩展极致性能，彰显

了彪悍性能的王者风范！ 无论是普通家庭用

户、游戏玩家或是专业人士，娱乐的、强悍的、

全面的各种需求，联想终结者 B 所拥有的超

乎想象的澎湃动力，都可为你一一实现。

作为 IT行业的领军企业， 联想在家用电

脑上的研发上当仁不让，始终站在数字家庭娱

乐潮流的制高点， 为用户带来自成一派的乐

趣。 三年前，当人们还停留在对分体式电脑笨

重的抱怨时， 联想就率先开发出了一体台式

机； 一年后又掀起了一体台式机普及的风暴；

如今，联想又率先将“真 3D、true� TV”的革命

性应用在一体台式机上变成了现实。 今夏，联

想终结者 B 更以“低门槛，高享受”的给力促

销，让更多的用户顺应 3D 时代的到来、享受

3D视界生活的乐趣。

据悉， 联想终结者 B 已重磅登陆各大卖

场，抢先拥有“3D 视界”的联想终结者 B，就拥

有了酷感清凉的快活夏天，数字家庭娱乐新生

活的时代已经到了！

3D视界 自成一派

联想终结者 B冰点价格给力暑促

■经济信息

活动内容：1、免费为 100 个家庭进行室内

空气质量检测，只要是长沙市区内，准备装修

或装修未完工，自报名之日起 3 个月内能完成

装修施工的家庭均可报名，有小孩、老人、孕妇

的家庭优先获取免费检测资格。

2、 为准备装修或正在装修的家庭提供环

保免费咨询，并可以量身制定空气质量治理解

决方案，装修全程跟进服务，层层把关，使装修

后的室内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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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雅茗家室内空气

检测治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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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食物中毒

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 罗艳红

我 身 边 的 共 产 党 员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敏） 通

过小区配套建设幼儿园， 利用闲置校舍改建

幼儿园， 鼓励各方参与多元办幼儿园等举措

盘活幼教资源。 目前拥有 66 所幼儿园，全区

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 90%以上。 近日，长

沙市岳麓区作为典型在全省学前教育暨特殊

教育工作会上介绍经验。

近年来，岳麓区积极应对城区规模扩大、

城区人口包括学前儿童急剧增加的现状，将

快速扩充公办学前教育容量作为解决“入园

难、 入园贵” 的重要抓手， 满足基本民生需

求。

该区盘活幼教资源第一招———小区配套

建园，拓展城区学前教育发展空间。 通过引导

和督促新建小区履行配套建园责任，在黄金开

发地段及农民安置小区预留学前教育用地，配

套建设小区幼儿园 20 多所。通过预留用地、政

府投入， 在天顶乡和金麓两处农民安置小区，

建成设计精美和设施一流的幼儿园，解决了小

区农民子女入园问题。

2002 年以来，该区先后投入近 2000 万元

将布局调整后闲置的原施家巷小学等 6 所学

校及坪塘镇一所民办幼儿园改建成为公办幼

儿园，充分盘活闲置教育资产，实现了教育资

产的保值增值，更好地适应了日趋增长的学前

教育需求。 同时， 盘活农村学校富余校舍场

地，改建了一批村级幼儿园，解决了农村幼儿

园路远及园车安全等问题。

着眼实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积

极引导驻区单位举办公办学前教育。区内中南

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航天管理局等

单位共举办公办幼儿园 11 所， 所办幼儿园师

资强、配套全、服务好，已成为岳麓区学前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今后三年，岳麓区还将新建、改建

15 所街道、乡、镇公办幼儿园，16 个村级幼儿

园，使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幼儿园占到全区幼

儿园总数的 60%，进一步满足城乡中低收入人

群对优质学前资源的迫切需求。

教育强省三湘行

最 是 新 燕 衔 春 泥

———记隆回县三阁司乡中学教师黄飞燕

黄飞燕从小就向往教师这份神圣而美好

的职业。 1997 年， 她考入武冈师范，2000 年 6

月，作为优秀毕业生被分配到隆回县岩口乡大

观中心小学任教小学 5 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儿

时的五彩憧憬终于化为真切的现实。

登上三尺讲台后，因为热爱，所以投入。 钻

研教材，扎实备课，认真讲授，甚至连一个字的

板书也不马虎。 为了丰富乡村孩子的课余生

活，她组织成立了学校声乐舞蹈队，组织编导

的少儿舞蹈《筷子舞》荣获县一等奖，《欢天喜

地》被邀请参加建党 80周年庆典演出。 2000年

12月，参加工作仅半年时间，黄飞燕被评为“县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作为教坛新兵，她参加县

教委组织的演讲比赛荣获一等奖，并在一次慰

问山区活动演讲后接受县电视台专访。 2001年

7月，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要给学

生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 ”黄飞燕为了

充实自己，2001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去湖南

师范大学自费进修。

从教 10多年来， 她爱岗敬业的精神赢得

广泛赞誉。 黄飞燕曾经教过一个名叫张立军的

学生，算是班上调皮捣蛋的后进生了。 她采用

赏识教育，发现他组织能力较强，有号召力，就

选他当小组长。 小小的责任感让张立军有了明

显改变， 在他代表学校参加县体育运动会时，

带伤参赛的他凭借坚强的毅力获得了男子

5000米第一的好成绩。 对此，黄飞燕写了封表

扬信，放在学校的宣传栏里。 从那以后，张立军

自觉遵守纪律、发奋学习。

另外一个叫龙小丽的女学生，爸妈常年在

外打工，回家后没人管照，性格开始孤僻，成绩

渐渐下降。 黄飞燕把小丽留在学校和自己同吃

住。 晚上给她辅导作业，休息时间陪她一起唱

歌跳舞， 寒冷天把自己的衣服借给小丽穿，在

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下， 小丽学习成绩进步很

快，半年后成为班里的优秀生。 年迈的奶奶来

学校看望小丽时， 发现孩子的生活井井有条、

成绩进步很快，拉着黄老师的手激动地说：“老

师，太谢谢您了，您比她妈还要亲呀！ ”。

2005 年下学期一天， 黄飞燕高烧感冒，为

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她咬紧牙关，一边吃药

打针，一边坚持教学，最终晕倒在讲台上。 住院

时，医生提醒她必须一周后才能下床，可她一

想到 60多个学生马上要毕业考试了，拔掉针头

毅然回到学校。 当她拖着虚弱的身子推开教室

门时，孩子们含着泪，热烈鼓掌，不约而同地喊

道：“老师，我们欢迎您！ ”听到这发自内心话

语，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三尺讲台，一颗爱心。 放飞希望，乐此不

疲。 这是黄飞燕从教 10多年的真实写照，更诠

释了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三招”盘活幼教资源

岳麓区九成学前儿童快乐入园

通讯员 罗理力

本报讯（记者 颜优华） 7 月 11 日，记

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11 年湖南

本科提前批录取目前正在进行中。 因院校

未提交拟录取名单等原因， 部分艺术院校

（专业）尚未投档，提前批艺术类录取工作

将顺延到 7月 18日截止。

此外，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

省外艺术院校（专业）已录取（已投档）名单

已公布，并每日更新。 报考提前批的考生可

及时关注本网及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www.hneeb.cn）最新消息。

提前批艺术类录取工作

将顺延到 7 月 18 日

（上接 A1版）

不同志愿结构有不同的投档规则：一

是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 即在上线考生中

先按分数优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当遇到多名考生同分时，分别按语、数、外

三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再按考生填

报的学校顺序出档。 二是非平行志愿的投

档规则。即在上线考生中，按志愿优先的原

则，先投第一志愿考生，按排序分数从高到

低顺序出档。第一志愿考生生源不足时，再

投二志愿考生，依此类推。

计划调整须审批

高等学校调整在湘招生计划时，须按照

教育部相关要求，使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来

源计划网上管理系统软件在网上申请，待有

关领导审批后执行。在湘高校非艺术类机动

计划必须在同批次录取结束前完成，艺术类

机动计划和省外高校机动计划必须在同层

次录取结束前完成，过期不再受理招生院校

追加的招生计划。

出档顺序

出档顺序分两种：一是需要面测（含政

治审查、体能测试、面试、体检复查等）的

本、专科提前批部分院校（专业），在面测合

格有志愿上线考生中， 按排序分从高到低

顺序出档；二是不需要面测的院校（专业），

在所有填报志愿的上线考生中， 按排序分

从高到低顺序出档。排序分的计算方法是：

对没有专业加试的科类（含文史、理工类），

排序分 = 高考文化总分 + 优惠分 + 语数

外权重；对有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体育等

科类，排序分 = 高考文化总分 + 优惠分(报

考体育类专业的不计体育优惠加分)+ 专业

分 +语数外权重（本、专科提前批外省院校

艺术专业按有关规定投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