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站变身麻将馆》后续

麻将馆停业 垃圾站将恢复
本报5月15日讯 垃圾站变身为麻将馆，长沙市

雨花区大桥三区居民和枫树山小学大桥校区师生
深受“露天垃圾场”所害（详见本报5月15日A07版）。
今天，在黎 街道办事处的督促下，大桥社区表示，
将于近期恢复垃圾站的使用，并要求李女士立即停
止经营性的活动。

今天上午11点，记者再次来到枫树山小学大桥
校区西侧的走廊，一名清洁工正推着垃圾车铲除路
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至少得准备20趟车。”

大桥社区副主任告诉记者，大桥社区已向暂居
垃圾站的李女士发出了警告，“要求其暂停经营麻
将馆，只能住在垃圾站的2楼。安置小区建成后，应
立刻搬离。”

大桥社区书记邓锰解释道，“李女士在垃圾站
开麻将馆是个人行为， 我们考虑到她确实家庭困
难，才允许其暂时住在垃圾站的2楼。”邓锰说，整顿
后的垃圾站和公厕将会恢复其原有功能，“这个垃

圾站面对石坝路的绿化带，
垃圾运输车很难驶入，对此，
我们也将进行调整。”

■见习记者 杨昱
记者 王为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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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
母亲的素质决定人类和民族的未来。 ”关爱
母亲健康，武警医院 5 月 12 日启动了“感恩
母亲节：您健康，我快乐”免费公益普查活
动，每天为 50 名母亲免费妇检，开展了微创
手术援助公益行动。 截至昨日，共为数百名
女性进行了健康体检。 妇检结果显示，终其
一生、舍尽全力来为自己的孩子挡风遮雨的
母亲们，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约 7 成妈妈遭
遇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子宫肌瘤、卵巢
囊肿等困扰。

免费彩超查出大半年例假不正常的困惑

感恩母亲节， 送一份健康体检给妈妈。
公益活动自 5 月 12 日开展以来， 受到了各
界的广泛认可。 连续几天，到武警医院妇产
科参加活动的妈妈们络绎不绝。 对此，医院
安排了多名妇产科专家坐诊，同时还加派了
医护人员参与本次公益体检活动。 据统计，
截至昨日， 参加妇科免费体检的女性共有
200 人次，妇产科专家对体检结果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患有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
等妇科炎症的女性有 149 名，占 74.5%；患子
宫肌瘤的女性 15人，占 7.5%；患卵巢囊肿的
17 人，占 8.5%；其他妇科疾病占 10%。 另据

统计，截至昨日，共有 62 名女性获得了微创
手术减免援助。

来自河西的张女士，今年 25 岁，刚做了
母亲，有一个 4 个月大的儿子。 5 月 12 日，
张女士陪自己的妈妈来到武警医院妇产
科，参加母亲节妇科公益体检活动，和妈妈
一起做妇科健康体检。 同时，利用这个难得
的机会和妇产科专家面对面交流。 通过体
检和交流， 张女士的妈妈刘阿姨解除了搁
在心底大半年的困惑。 原来，刘阿姨这半年
来例假一直不大正常，周期不规律，经量也
特别多，持续时间长。 开始以为是更年期快
到了，可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 武警医院妇

产科专家通过询问病情， 为其进行了免费
的 B 超检查， 结果发现刘阿姨的子宫内长
了肌瘤， 而子宫肌瘤正是导致其例假不正
常的真正原因。

微创手术减免 2000元，卸下子宫肌瘤包袱

人人都知道患病了要及早治疗，而一部
分患者却迟迟未能迈入医院门槛，不是不想
拥有健康的身体， 只是面对高额医疗费用
时， 求医的脚步变得那么无力。 5月 12 日，
家住宁乡县的方女士因腹部不适来到武警
医院妇产科参加健康体检，检查发现其子宫
里长有 6cm的肌瘤，必须立即进行治疗。 而
方女士家中并不宽裕， 考虑到其实际情况，
医院启动了大病援助医疗， 决定为其实施
“超导凝固刀”微创手术祛除子宫肌瘤，并减
免了 2000元的手术费用。13日，方女士放下
了心中的大包袱，轻松地接受了“超导凝固
刀”微创手术。手术非常顺利，只需经过后期
的调理，方女士就能健康如常了。

武警医院妇产科专家指出，成年女性每
年应参加至少一次的妇科检查。很多妇科疾
病的初期通常无症状，或是不会有明显的症
状，等到症状明显时再就医往往就错过了最
佳治疗时机。 如宫颈癌，由癌前病变发展成

为癌症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需要 10-15 年，
这期间的任何一次检查都可以及时发现病
变情况，从而及时采取治疗措施，赢得最佳
的治疗时机，有效阻断癌变。

健康链接
武警医院每天为 50位母亲免费妇检

感恩母亲，关注母亲健康，武警医院秉
承为兵为民的宗旨， 为妈妈们送上健康大
礼。 5月 12 日至 20 日，每天免费为 50 名母
亲妇科体检，同时还将施行微创手术减免援
助医疗，最高减免 2000元。 无论嘴上多少甜
言蜜语，付诸行动才是最重要。 赶快陪着妈
妈一起来体检吧。

活动具体内容如下：免费公益妇科体检
套餐；微创手术减免援助医疗（超导凝固刀
治疗子宫肌瘤、功血手术，减免 2000 元；微
创导航介入治疗卵巢囊肿手术， 减免 2000
元；微创治疗宫颈糜烂手术，减免 600 元，计
划生育及早孕手术减免 500 元）。 活动预约
报名热线：（0731）8888�3318；官方咨询 QQ：
800007138，赶快行动吧。

■劲佳 通讯员 贺超

众多女性参加武警医院公益妇检及微创手术援助
感恩母亲免费妇检、微创手术 2000 元减免活动进入倒计时， 预约热线 88883318�

武警医院免费公益妇科体检活动现场，处处
是女儿陪着母亲一同前来参加活动的温馨场面。

长沙红星驾校位于红星国际会展中心附
近，2007年创办至今。

“我昨天还来学了车，今天办公室就全空了。”
长沙的张女士指着长沙红星驾校一排办公室说，
跟她同样着急的，还有在场的二十多名学员。

钟先生是学员之一，几天前刚交了3580元
的报名费，今天正准备跟教练协商报考理论考
试，没想到赶到驾校，一个工作人员都没看到。

“肯定是连夜搬走的， 我同事昨天还来报

考缴费了，那时候人都在。”钟先生说，“我都怀
疑自己被骗了。”

“连驾校存放我们档案的保险柜都不见
了。”另一名学员彭先生说，“我就在旁边的写字
楼上班， 听同事说昨天下午驾校其中一个校长
叫人把教练车全部开走， 还把我们的档案全部
拿走了。现在我们几十个人考试考了一半，学费
不说，还扣着我们的档案不给，我们想去别的驾
校报考都报不上。”

校长内讧，驾校搬空，学员急眼
驾培处介入：暂停红星驾校报名资格 驾校承诺：立即恢复正常培训

驾培处责令停止招生，恢复教学

在现场协调的驾培处处长陈平介绍，经过和
学员、校长的沟通，驾培处已经责令驾校停止招生，
学员只出不进，同时要在5月15日恢复正常的教学。

“任何问题都不能侵犯学员的利益，如果今天不
能恢复教学，驾培处将启动应急预案，吊销红星驾
校的许可证，关停驾校，学员将被安排到其他驾
校，保证能正常练车报考。” 陈平说。

本报5月15日讯 眼看驾校报名就要过期了， 长沙的张女士特地请了几个星期假加紧练车，不
料今天上午她赶到驾校却傻眼了：驾校一夜被搬空了。一打听才知道是驾校的两个校长在闹纠纷。
在场的二十多名学员看着空荡荡的训练场地不知该怎么办。 长沙市驾培处闻讯赶到现场协调，责
令红星驾校暂停招生，恢复正常教学。

部门说法

两名教练也在现场等待， 面对学员们的提
问，教练表示他们也不知情，只知道是驾校几个
合伙人之间有点矛盾。

彭先生介绍， 驾校的法人代表是王功桥校
长，而平时管理的是游建琪校长，两位校长因为
一些经济问题有矛盾， 而把东西搬走的就是游
建琪。

记者在现场数次拨打游建琪电话， 均无人
接听， 只得将情况反映到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管理处，该处处长陈平马上赶到了现场。

陈平联系了王和游两位校长， 要求他们马

上赶到驾校处理，安抚学员。
两位校长先后赶到，都承认跟对方有点经济

上的摩擦。
“我是驾校的法人代表，为了减少点矛盾，把

驾校的人、财、物全部让他（游建琪）在管，连我都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王功桥说。

而游建琪解释，因为资金等问题，驾校的场
地刚好到了续签的时候， 因为迟迟没定下来，房
东把驾校的场地都用围挡围了起来，为了不让驾
校资产有损失，他把学员的档案和其他东西都搬
到了别处。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王倩

报名没几天，驾校就空了

两校长经济纠纷，苦了学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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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附近的长沙红
星驾校，驾校内空空如也，前来学车的学员们在此等
待校方的说法。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