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5日讯 今天下
午，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同
心温暖工程的“九三·长医班”
在长沙医学院正式开班。 长医
班学生将获得每人每年2000元
的捐助，共两年，这笔40万元的
款项由长沙医学院院长何彬生
捐助。

据悉，由省委统战部、省教
育厅、省扶贫办、各民主党派省
委、 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

实施的湖南“一家一” 助学就
业·同心温暖工程，以我省51个
扶贫工作重点县为重点实施范
围， 让品学兼优的农村贫困学
生进入学校，推荐就业，从而实
现家庭脱贫。

该项目自2012年10月启动
以来， 已经募集资金近5000万
元， 帮助贫困职教学生1.2万多
人。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张炯宇 实习生 周敏

本报11月5日讯 湘江
新区麓景路南延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日前进行第二次公示。
据了解，该项目拟在明年年初
开工，预计2019年完工。麓景
路南延工程有望极大提升湘
江新区的交通通行能力，将起
到分流猴子石大桥交通、缓解
南二环及中心区域交通压力
的重要作用。

工程全长约3.9公里，主

线起于梅溪湖大桥南岸落地
点，以明挖隧道形式下穿梅溪
湖路交叉口，由北往南以长隧
道线位穿岳麓山桃花岭山脉，
终点在梅江路与含浦大道交
叉口南侧。

项目全线采用城市主干
道标准建设，主线设计时速60
公里，双向六车道，匝道、地面
辅道设计时速40公里。

■记者陈月红

本报11月5日讯 明年
春节前， 长沙县最繁华的交
通主干道———板仓路（东升
路至开元路段）将拆除围挡、
完成拓宽改造。 板仓路提质
改造属于长沙县城区扩容提
质基础设施PPP项目， 由长
沙县政府与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建筑在今年8月签署合
同，总投资达40.77亿元。

板仓路是长沙县星沙城

区南北向交通要道，也是目前
长沙县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
所在地。 项目代建方长沙县
重点工程局项目负责人介
绍， 板仓路提质改造分东升
路至开元路段和盼盼路至南
山路段施工，前者（商业街繁
华段）计划春节前完成改造，
后者因涉及到两处地下通道
拟明年6月完工。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史莎

本报11月5日讯 长沙市交警
支队今日通报，在城区万家丽路高
架桥处等14个路段、路口增设了高
清电子警察设备， 重点对相关路
段、 路口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速、不
按信号灯指示通行、 违反禁止标线
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等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新增14处高清电子警察路段
中有6处在万家丽高架桥上，其余8
处分别为： 新姚路与友谊路路口；
新姚路的黑石路路口；新姚路与木
莲冲路路口；潇湘大道与洋湖大道
路口； 洋湖大道与公交路路口；湘
府路与含浦路路口；三一大道的湖
南广播电视台大楼路段；马王堆路
的石坝路口至马王堆路的劳动路
口路段。 ■记者 黄娟

麓景路南延工程明年将开建

长沙县板仓路繁华段春节前改造完

长沙多了14个
高清电子警察

“同心工程”爱心助学班长沙医学院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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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02-6699

磁石按摩垫 来电免费送
《黄帝内经》的《足心篇》中简述脚底按摩原理：人体器官

脏腑各部位在脚底都有反射区，用按摩刺激反射区，通过血
液循环、神经传导、能调节机体平衡等功能，具有强身健体
之效。

中医理论记载：地心引力使血液无法回流，通过脚底按
摩，刺激血液循环，让血液回流上来，可强身健体。“脚底和
脚趾有千万神经和血管，即使不是按摩反射区，只是稍微按
摩脚底还是具有保健功效。 ”

本次为了响应全民健康水平提升公开活动———【脚踏磁
石按摩垫，健康长寿走出来】，特免费发放市场价值 98 元
的磁石按摩通络鞋垫 500 双，真正让您不花冤枉钱。 另凡
是打进电话患者还可获得养生健康宝典一本。 数量有限，全
都是免费赠送！

全国免费申领热线： 每人可领一双
1、三高心脑血管病人群；
2、风湿类风湿等慢性骨关节病人群；
3、常年服药救治不愈的慢性病人群。
赶快拿起电话拨打 400-602-6699领取吧！
注：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都快递免费送到家，望大家积极监
督。 若发现收费情况请拨打010-59306644及时举报。

以下人群优先领取：

通知：全省中老年人快来申购“长寿硒”
《健康新知》 一天一粒长寿硒 活到百岁不稀奇

科学家发现“长寿硒”
科学家在研究百岁长寿老人时发现，

长寿地域都富含“硒”，极少有得糖尿病、高
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或得癌症的， 个个身
体硬朗、思维清晰、视力听力也很好。 发现
硒元素几乎存在于所有免疫器官中， 并能
刺激免疫球蛋白及抗体的产生， 从而增强
人体的免疫及抗病能力， 同时它还具有强
大清除人体有害物质、延缓衰老等功效，因
此被誉为“长寿硒”！

抓住难得的长寿机会
科学家已经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

人一生实现长寿的机会不多, 一次是受精
卵形成之时。 现在“长寿硒”则是难得的一
次机会，40 岁以后开始吃“长寿硒”,将延
缓身体各大器官的衰老 , 远离老年疾病
的困扰,从而让身体的年轻态保持长久。

近年，补硒悄然成中老年人保健养生
的理想选择！“长寿硒”不是“神药”，而是
科学！ 吃和不吃绝对不一样，有许多疾病
通过补硒就好转了！ 尤其是刚刚研制的新
一代软胶囊“长寿硒”，广受好评！ 本品成
功运用了新型的纯有机硒浓缩纳米技术，
使硒的活性以及吸收利用率大大提高，特
别适合中老年人服用，而且无复方添加成
分，效果突出，安全性更高。

为积极响应长寿工程号召，让更多人
来体验新一代软胶囊“长寿硒”的优势效
果， 特在北京成立了全国推广服务中心，
并展开底价申购活动， 原价一年 3990 元
的“长寿硒”现在只需 598 元（6 瓶/盒）,货
到付款。 凡要参加本次活动者，需提前打
电话申请，须按规定每人限购两盒，每个
家庭限购 4-7 盒（按服用人数可申购 3 赠
1 或 5 赠 2 的家庭优惠套装）。活动只限本
次，请抓紧打电话报名！
长寿热线：4006-99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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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5日讯 11月 3
日，醴陵8岁女童萱萱因车祸受
伤被紧急转往湖南省儿童医
院。4日， 孩子血色素降低需要
输血， 但萱萱的血型是A型RH
阴性。目前，省儿童医院已紧急
调入400毫升的血液，用于救助
萱萱。据萱萱的家人介绍，萱萱
和妈妈都是RH阴性血。

“孩子肝脏右后叶有一个6
厘米左右的血肿，就如同藏在体
内的一个危险炸弹。” 省儿童医
院普外科医师彭宇明介绍，萱萱
的肝、脾、肾、肺均有挫裂伤，特
别是肝内血肿，如果受到挤压震
荡破裂，引发大出血将会导致休
克甚至死亡。

“目前孩子的情况基本稳
定， 肝内血肿也基本得到控

制。”彭宇明称，目前医院正采
取保守治疗， 让萱萱体内的血
肿被逐步吸收。“如治疗过程中
出现血红蛋白继续下降， 我们
就需要对萱萱采取输血处理。”
彭宇明说，从血库调用的400毫
升熊猫血目前仅剩100毫升。为
防病情有变， 需要备存300～
500毫升A型RH阴性血。

记者从长沙市血液中心了
解到， 目前A型RH阴性血的库
存不足， 虽然萱萱的治疗用血
可以保证，但就我市的临床用血
需求来看，孕产妇、大型手术等
对稀有血型仍有需求。在此也呼
吁稀有血型的爱心人士能积极
献血， 以保证熊猫血的动态供
给。 ■记者洪雷

实习生 谈馨 通讯员 姚家琦

8岁女童出车祸，急调“熊猫血”救命

长沙A型“熊猫血”库存不足

本报11月5日讯 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科学学
院2013级学生莫丽平是同学们
眼中的“开心果”、知心姐姐、运
动健将，20岁的她却正遭受着
疾病的折磨， 而她的同学们为
了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在积极
奔走。

今年10月5日，曾经在校运
会上摘得过跑步和跳远桂冠的
莫丽平被突然查出患有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让她难受的，除
了身体上的痛苦， 还有疾病给
家庭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来
自常德石门农村的她， 父母身

体都不佳， 一家人温饱生活的
开支都时常难有着落。

莫丽平的遭遇引发了其所
在学校的一场“爱心风暴”。她
的班主任张艳老师带领2013
级623班全体同学整理了病情
资料向外界求助。她的同学还
在忙于准备教育实习的同时，
挤出时间设计了募捐的展板，
先后在学校校园、 大学城、梅
溪湖、 岳麓山等地摆点募捐。
从10月15日至22日，短短9天，
大家共为她募集善款45万余
元！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艳成 夏炎

9天募45万，爱心温暖白血病女大学生
11月2日，衡阳市雁峰区光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在开心地吃午餐。今年来，雁峰区积极探索多种

养老模式，先后建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家、城乡养老服务示范点2个、农村幸福院8家。目前，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的老人可免费享受娱乐、午休以及低价午餐、晚餐。 彭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