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您愿意帮助王媛和她父亲渡

过难关，请与王媛联系：

电话：（0）13319627556。

王媛中国农业银行账号：

622848-0821-0778-12419

7月13日，王媛将生日蛋糕切下的第一份敬给她的养父。 通讯员 向才银 摄

本报7月14日讯 今天上午，全省公安

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建设推广培训班

在株洲开班授课。记者从会上获悉，管理

综合应用平台将真正实现我省交通违法

的异地处罚功能。

据介绍，建成基于总队平台的统一的

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将目前存放

于各支队的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法和

信息平台数据， 集中到省总队统一存储，

由综合应用平台进行数据读写和处理。

该系统建成投入运行后，将真正实现

交通违法的异地处罚功能，违法车辆在本

地处理完异地的违法记录后能立即放开

车辆年检的锁定标记，更加方便车主办理

检车业务。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彭晚华

“出生以来最幸福的生日”

入院快40天来，王媛第一次离开病

房，好心人请每日靠米粉、馒头度日的王

媛父女进小馆子好好吃了一顿。 当吃上

好心人为她买的生日蛋糕时，王媛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今天， 是我出生以来过

的最幸福、最隆重的生日，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吃过生日蛋糕了。谢谢大家，你们对

我的大恩大德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王媛，一个命途多舛的女生。5岁时

遭父母遗弃，之后被石门大山中的农民

收养。17岁时外出打工，为躲避4名无良

男子强暴，从5楼坠下摔断腰脊，但因无

钱治疗，背负钢板在家卧床四年（详见

本报6月21日A20版和6月28日A17版

报道）。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6月11日和6月23日， 王媛分别做了取

出钢板手术和褥疮清除手术。

收到善款已逾11万元

6月27日，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罗祖亮捐了5万元给王媛， 这是

王媛入院以来最大一笔善款。 深圳、长

沙、安化、常德等地的善款不断捐来，目

前收到善款已逾11万元，但与完全康复

所需要的20多万元仍相差甚远。7月7

日， 湖南某电视台播出王媛专题节目，

在更大的范围内发起募捐行动。

眼下，王媛身体恢复很快，已经可

以勉强下床活动了，但是医生表示其溃

烂的褥疮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目前，

让王媛特别担心的， 不是自己的伤痛，

而是养父王德康的身体。 由于老病复

发，加上近一个月的陪护劳累，长期营

养不良导致严重贫血，7月4日， 王德康

累倒了，父女俩同时躺在医院。说起养

父，王媛声泪俱下：“他是一个忠厚老实

的人，他有什么病痛从不吭声，总是强

忍着，我这一辈子欠他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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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妞过了一个“最幸福生日”

目前收到善款已逾11万元，资助行动不断升温

十年寒窗苦读， 莘莘学子们只为一朝

金榜题名。 然而， 某重点高中的尖子生小

磊，在高考考试中因头疼发作，无心答卷，

致使一科考试未能正常完成， 最终他以 3

分之差与重点院校失之交臂。 后来获悉，导

致头痛的最终元凶竟是他患有 4 年的鼻

炎、鼻窦炎。

旧疾突发，考试现场无心答卷

据王妈妈介绍，18岁的小磊就读于当地

某重点高中，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每次测试

考试都是名列前茅，老师和家人都坚信他一

定能考上重点院校，可谁也没想到竟然是这

样的结果。 原来，小磊虽然只有 18 岁，却已

经有 4 年的鼻炎、鼻窦炎史，治过几次，可还

是经常头晕头痛，记忆力也下降了。 就在高

考期间，让家人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在数

学考试期间，小磊的头晕、头痛突然发作，脑

袋里一片空白，尽管多次强迫自己集中注意

力，可剧烈的头痛让他根本无心作答，许多

简单的题目都判断错误，最终以低于重点院

校投档线 3 分的成绩“落榜”，小磊美好的大

学梦想也将破碎！

未治好鼻炎，家人后悔莫及

“就差 3 分啊，真是很痛心，要不孩子就

考上重点院校，实现自己的梦想了。”说起儿

子小磊因鼻炎突然发作而导致的高考失利，

王妈妈痛心疾首。 王妈妈说，小磊从初中开

始就时常感觉到鼻子不通气、 鼻涕长流，一

感冒就会鼻塞，严重时还头晕、头痛，开始家

人都以为他是感冒，可吃了感冒药后并不见

效，到医院检查才得知是患上了鼻炎，还伴

有鼻窦炎。王妈妈四处求医，可是滴鼻药水，

吃药打针，各种物理治疗甚至小偏方都试遍

了，病情总是反反复复。 后来听说微创手术

效果比较好、创伤小，痛苦轻，决定等小磊高

考结束后，再进行手术治疗，然而意外竟在

高考中发生，王妈妈后悔莫及！

专家惋惜，意外完全可以避免

就王磊这事，我们走访了长沙 163 医院

耳鼻喉技术中心的江文主任。江主任不禁为

其惋惜不已，并且表示如果尽早在正规医院

接受精准的微创手术， 就不会拖延病情，让

鼻炎愈发严重，此次的意外也不会发生。

江主任介绍， 鼻炎是一种常见的鼻科疾病，

常和鼻窦炎并发。 主要症状表现在鼻塞、流

鼻涕、头晕、头痛等，甚至还会引起注意力不

集中，记忆力下降等严重后果。 如不及时采

取正确的治疗措施， 将会影响孩子学习，耽

误其一生！

据悉，目前 163 医院耳鼻喉技术中心对

每位患者都会先进行专业、详细检查，为治

疗提供可靠依据和严格分型对症；针对各种

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中偏曲等，开展等

离子神经阻滞术， 鼻内镜窦口开放引流术，

息肉摘除术和鼻中隔矫正术；后进行周密的

抗炎，辅助治疗，出院定期随访，督促换药，

从各个方面扫除复发因素，真正做到精准。

如果您的孩子或家人正在饱受鼻炎、鼻

窦炎、鼻息肉、慢性咽炎、耳聋、耳鸣等各种

耳鼻咽喉疑难疾病的困扰，均可拨打专家咨

询热线：0731-84899163 详细了解或登录

www.163ebh.com提前咨询和预约专家。

长沙 163医院耳鼻咽喉技术中心

鼻炎旧疾发作，“尖子生”以 3分之差与重点院校失之交臂

本报7月14日讯 儿子酒后闹事，

老父亲劝阻无效，失手将儿子打死。7月

13日， 湘潭县法院就这起伤害案举行

量刑听证会，公开、广泛听取社会各界

的意见。为一名杀人嫌疑人而专门召开

民意听证会，这在湘潭还是首次。

黄锡健今年70岁， 儿子名叫黄舒

芳。今年1月11日下午，黄舒芳酒后舀

大粪到邻居黄锡希家闹事。黄锡健上前

制止，父子之间产生矛盾。当晚，黄舒芳

持斧头将自家电闸砸坏，黄锡健又进行

制止，父子再次发生争执。当黄舒芳持

斧头准备到杂屋去砸粉碎机时，黄锡健

随手从地上拿起一根杂木棍，重重打在

黄舒芳的头上。黄舒芳当即倒地，不久

死亡。案发后，黄锡健投案自首。

案件起诉到湘潭县法院后，受害人

黄舒芳家属联名写来报告，请求对被告

人黄锡健减轻处罚。考虑到该案情况特

殊，在当地影响较大，为达到合情合理

的判决效果， 法院决定举行量刑听证

会，特意邀请了受害人的母亲、妻儿以

及村委会干部、 县人大代表等一起座

谈。

听证会上，黄舒芳的妻子、儿子一

致认为， 黄锡健的行为不是故意的，一

家人都已经原谅了他的过失，希望他早

日回去照顾这个家庭。 黄锡健的老伴、

女儿也都反映， 黄锡健平时表现很好，

很照顾家庭和子女，没有对社会造成很

大危害，希望对他宽大处理。

当地村、组负责人，司法所干部和

驻该村的县人大代表也认真陈述了意

见。他们认为，平时，黄舒芳酗酒闹事，

无事生非。如去年村上修路，他不但不

出钱、不出工，反而多方阻挠。而黄锡健

在当地是公认的勤劳朴实的好人。这

次，他是在教育儿子的方式上出现了过

失，而不是故意要伤害儿子。并且，他是

家里的主心骨，缺了他，这个家庭将面

临更大的困境。对此，法院表示，将择期

对该案进行宣判。 ■记者 刘晓波

父亲失手打死酒后闹事的儿子怎么判

湘潭首开为杀人嫌疑人举行量刑听证会

交警推广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异地处罚完立即可年检

本报讯 7月13日， 记者从常德桃源县

委了解到，桃源县委已与北京优普欧能投

资管理公司签订风电开发合作协议，拟在

西安镇与太平铺乡建立10万千瓦容量风

力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待桃

源风力发电项目完工，将充分有效地利用

风能发电，减轻我省的用电压力。

■见习记者 聂诗茼

一风力发电项目

将落户常德桃源

本报7月14日讯 昨晚，株洲市消防支

队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安全“大排查、

大整治”专项行动，4家公众聚集场所已被

查封关停。

当晚，检查组人员来到天元区上岛咖

啡丽景滨江店，发现该店未经消防安全验

收擅自投入使用，没有配置灭火器、自动

报警系统， 检查人员对其进行了查封。同

时，市中心附近的两岸咖啡馆也存在未经

消防安全验收擅自投入使用、安全出口上

锁和防火分区未到位等问题， 被当即关

停。此外，荷塘区伟大国际商业广场内的

黄程足浴和上岛咖啡因存在火灾隐患，被

消防人员依法查封。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谢宁

株洲查封关停

4家火患场所

《“我只是想站起来而已！”21岁苦命女孩身背钢板卧床四年》后续

“祝你生日快乐！”“愿你幸福

多多！”7月13日，常德石门县人民

医院病房内充满欢声笑语， 十多

名来自不同地方的热心人士赶到

石门为王媛庆祝她21岁生日。“苦

命妞” 王媛亦悲亦喜：“本以为我

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 没想到现

在会如此幸福。”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张友亮 向才银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