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垃圾就是无用的东西吗？”

“不对！垃圾可以回收利用！”日前，长沙市

井圭路小学操场上， 随着中南林科大、长

沙环保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和该校四年

级100余名三湘华声小记者的有趣问答，

“必胜客绿色小超人” 培养计划的第六课

“绿色发明家”正式开始。来听课的除了四

年级的全体小朋友， 还有他们的爸爸妈

妈。

记者刚走进学校，就被一阵呐喊声吸

引到了操场上。原来，这次的培训课主要

以亲子游戏的方式展开，在大学生志愿者

的指导下，家长和小朋友正在一起玩“垃

圾分类”的游戏。志愿者蔡远程介绍，长沙

的垃圾处理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南首座利

用垃圾填埋产生的沼气发电的工厂，早在

2005年10月26日就并网发电了，“但这些

还远远不够，希望大家能发明更多变废为

宝的办法。”听了志愿者的介绍，孩子们都

跃跃欲试，利用上堂课使用过的废弃海报

制作起环保袋来，亲手送给妈妈。

■记者 朱晓华

6月1日，省儿童医院，健健（右）的肤色和其他婴儿形成鲜明对比。 记者 龚磊 摄

本报6月1日讯 拉丁舞、篮球操、T

台秀、管乐演奏……这些似乎是城里娃专

长的绝技，却被农民工子女演绎得灵活自

如。昨日，长沙雨花区桃花小学500多名

学生提前庆祝六一儿童节，精彩的文艺表

演吸引了附近的村民都来看热闹。

桃花小学是雨花区农民工子女定点

学校，学校班额大，班级人数最多的达73

人，今年只招一个班，控制在45人左右。学

校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成立了篮球

队、管乐队等。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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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痛经应调脾胃之气血

十几岁的女孩正处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但

随着生理功能的变化， 月经来潮给许多女孩

带来了难言之隐。 她们常在经前或经期出现

下腹部疼痛，或伴恶心、呕吐，甚至发生过性

昏厥。 这就是临床上常说的妇科病症———痛

经。 这种原发性痛经多数在月经初潮或初潮

后不久发病，其发生可能与子宫发育欠佳、子

宫肌痉挛、 经血流出不畅及情绪紧张等因素

有关。

对少女痛经应采取积极的保健措施，如

经期注意卫生、保暖，忌食生冷、酸辣饮食，平

时应适当锻炼以增强体质等。 若症状无法缓

解时，则应采取一定的药物治疗。西医治痛经

主要是有发作时用些热镇痛药，如安乃近、去

痛片等，即时止痛效果好，但治标不治本。 中

医治疗则着重整体调理，以补养为主。根据中

医辨证，痛经者大多形体消瘦，平时胃纳差，

大便溏薄，属气血两虚，治宜培补气血，调理

脾胃以改善体质。 中成药驴胶补血颗粒则是

补气养血之良方。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方中黄

芪、 当归有增加末稍血流量的作用， 能抗贫

血。 白术则益气健脾，能促进脾胃功能，脾胃

好，自然食欲佳，从而能有效增强体质，让您

早日摆脱痛经的苦恼。

本报6月1日讯 “又学到了好多新知

识，回去可以跟爸爸和妈妈讲讲。”11岁的

任湘小朋友自豪地说。 今天，26名小朋友

在湘雅二医院参与以“了解生命奥秘，提

升生存技能”为主题的社会开放日活动。

上午9点半， 记者走进湘雅二医院社

会开放日活动室时，医院急诊科张宏亮医

生正在为小朋友们讲解“意外伤害健康教

育”知识。讲座介绍了烫伤、煤气中毒、扭

伤、中暑、溺水等意外伤害的预防措施和

急救方法。医生采用模拟人对重症抢救现

场进行演示，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与医生

互动，学得津津有味。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杨琴 通讯员 王建新

本报6月1日讯 “天翼，我们来陪你

过节了，你要赶快好起来，我们还可以像

以前一样上学、玩乒乓球！”11岁的周天翼

不幸患上硬脑膜动静脉瘘， 去年9月在上

海手术后却陷入昏迷， 至今未醒。220多

天， 养父周再辉一直守护在儿子床边，等

着他再叫自己一声“爸爸”（详见本报6月1

日A10版报道）。

今天上午，小天翼的伙伴和爱心市民

纷纷来到病房，陪孩子过了一个热闹的六

一儿童节。

同学等着他重返校园

上午10点， 记者来到小天翼的病房，

这里挂满了五彩的气球和可爱的小娃娃，

病床旁摆放着几束鲜花，上面插着“祝福

小天翼战胜病魔，重返校园”的祝福卡片。

三角塘小学四年级的魏宗荣是小天

翼的好朋友，今天一大早他就叫上班里其

他同学过来看望小天翼。“他很活泼、乖

巧，平时喜欢帮助同学，我们都很喜欢他，

等他醒来以后，大家会帮他补上落下的功

课，让他重回集体。”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他不能像以前

一样出去玩， 我们觉得很难过。” 孩子们

说，很怀念和天翼一起玩耍的日子。

小天翼不仅在学校有着好人缘，在家

人心中同样惹人疼爱。“他很有礼貌，见人

就喊，嘴巴很甜，又孝顺，我每天都祈祷他

好起来，像以前一样陪在我身边。”奶奶摸

着孙子的脸，一直抹着眼泪。

关心他的人挤满病房

整个上午，病房里围满了关心小天翼

的人，还有不少看到本报报道后特意赶来

的爱心市民。

刘女士特意带着儿子过来，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感受到这份人间真情，珍惜生活

中的幸福。

一位前来探病的谢女士得知小天翼

的情况后失声哽咽，她当即掏出100元钱，

让周爸爸给孩子买一份节日礼物。

“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

也许是大家的关怀感染了小天翼，周

爸爸说，今天孩子的状态好了很多，呼吸

非常平稳，小伙伴跟他说话时，他还能微

微点头，动动手脚，很开心的样子。

“还有很多热心市民给我打了电话，

他们都劝我不要放弃。”周爸爸说，感谢大

家给了天翼一个温馨快乐的节日，无论如

何他都会坚守下去，“我相信天翼一定会

好起来。”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陈文茜

本报6月1日讯 “这个叫健健（化名）

的宝宝是5月26日住进来的， 刚开始来时

比现在还要黑。”今日上午11时许，省儿童

医院新生儿四科ICU病房， 护士长易青梅

说，宝宝的父母都是80后，都很白净，却生

下了一个黑宝宝。

透过玻璃墙，记者看到，健健身上插

着几根插管，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与黑

色人种的小朋友没什么两样。

健健家住永州东安县，5月3日出生，

足月顺产。出生后，健健因病理性黄疸在

当地住过院，5月26日转到了省儿童医

院。 医院新生儿四科主任彭小明副主任

医师介绍， 这种病症可能在其父母基因

中存在，由于是隐性，父母身上未表现出

来，却遗传到了下一代。

彭小明称， 像这种初生婴儿肤色不

正常的情况， 该医院今年以来一共接诊

过3例，其中前两例为女孩。典型CHA的发

生率约为1/10000，而非典型CHA的发病

率为典型者的10倍，男女比例为2∶1。

彭小明解释说， 这种病是由于肾上

腺皮质激素合成过程中所需酶的先天性

缺陷所导致的一组疾病， 男孩和女孩患

此症呈现症状除了电解质紊乱、 肤色异

常等特征相同外， 男孩常出现性早熟等

性征，女孩则呈现假两性畸形性征。

“如果不治疗， 将导致电解质紊乱，

会有生命危险。”彭小明说，患儿性早熟，

一般过了半岁就开始有， 到了五六岁就

会出现第二性征。患儿需终生服用激素，

且还要定期到医院检查。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杨琴

通讯员 李奇 刘菊秀

病房过节，昏迷的小天翼竟点头了

小伙伴来了，好多热心市民也来了，周爸爸说“会坚守下去”

《今天过儿童节，孩子快点醒来吧》后续

白净小夫妻生下“非洲宝宝”

这是一种隐性遗传病，孩子需终生服用激素

小朋友学现场抢救

500农民工子女秀拉丁

本报6月1日讯 普通的下水井盖，在

孩子的眼中也可以成为连线地球的通道。

今天上午，由共青团湖南省委、省文化厅、

金鹰卡通卫视等单位共同举行的“画一个

未来给地球”活动，在长沙月湖公园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的1000多名小朋友，在一个

个城市下水井盖上作画。

现场，一个个灰蒙蒙的井盖成了孩子

们的画布，在动漫老师的指点下，大家用

五颜六色的画笔，将自己心目中最美丽整

洁的城市画了下来，普通的井盖也变成了

一道道城市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罗换

下水井盖上作画，给污染一点“颜色”

庆“六一”

环保“小超人”自制垃圾分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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