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高考今起报名
本报8月31日讯 记者从

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今年全省
成人高校招生报名时间为9月
1日至9月14日。 参加全国统
考、 单考或免试入学的考生均
需办理报名手续， 湖南实行网
上报名、 缴费和现场核验身份
相结合。考生可通过“湖南省成
人高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网
址：http://chengzhao.hneao.
cn/ks)进行报名和缴费。

按照相关政策，“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奥运会、世界杯赛和世界锦
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八名、非
奥运会项目前六名，亚运会、亚
洲杯赛和亚洲锦标赛的奥运会
项目前六名、 非奥运会项目前
三名，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全
国冠军赛的奥运会项目前三
名、 非奥运会项目冠军均可免
试入学。

■记者 黄京

新生“第一课”教防骗
本报8月31日讯 这几天，

是湖南大学新生开学的日子。
该校在此次新生入学教育中特
别加强了大学生防骗教育，在
线上传授基本防范知识， 线下
以案支招防诈骗，使出“洪荒之
力”给学生上好防骗这堂课。

该校网络迎新平台“新生
宝典”支招防骗技巧，包括“接
电话， 一谈到银行卡， 一律挂
掉；所有短信，但凡要点击链接
的，一律删掉；凡是自称公检法要
求汇款的、通知中奖或领奖要你
先交钱的统统不要相信”等。

湖南大学资助办还开通
了电话热线， 全程解答新生有
关缴费、贷款的各种问题。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妍蓉

本报8月31日讯 日前，
一名52岁的岳阳患者因为结
石导致重症感染，省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迅速开通绿色通道，
多科联合紧急救治，终于将她
从死亡线上“拽回”。

该患者持续40℃的高烧
不退，医生诊断为右输尿管下
端结石，右侧脓肾，重症感染。
接到会诊通知后，省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启动绿色通道，在科
主任李远伟的带领下，联合麻

醉科及相关内科实施急诊输
尿管镜手术。

“从接收病人到实施手
术，仅用时不到半小时。”李远
伟表示，泌尿系结石大都合并
感染， 感染严重时可引起全身
性脓毒血症、败血症，因此要及
时救治。开通绿色通道措施后，
省人民医院合理调配专家资
源，让有手术需求的患者在最
短的时间内接受治疗。

■记者 刘璋景 通讯员 陈佳

本报8月31日讯 人喝了
一碗野蘑菇汤， 呕吐不止，呕
出来的东西鸡吃了以后当场
就死了！日前，岳阳平江发生
一起野蘑菇中毒事件。省人民
医院的医生提醒，每年夏秋，许
多野蘑菇毒性很强， 千万不要
采食购买来源不明的野蘑菇。

43岁的郭早军、刘买平夫
妇在岳阳平江县靠给人烧木炭
为生。8月28日上午， 两人从山
上摘回不少野蘑菇，和猪肉一起
煮了一大碗汤。饭后，夫妻两人

出现呕吐，吐出来的东西鸡吃了
后，“就倒在地上不动了”。

“两人都出现横纹肌溶解
症状， 女的症状更重一些。”省
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急诊科主
任韩小彤教授介绍，入院时，刘
买平已经呈昏迷、休克状态，心
肌和肾脏损伤非常严重， 还出
现了循环衰竭， 虽然经过一系
列抢救措施， 但还是于8月30
日晚不治身亡。 郭早军的症状
轻了许多， 目前仍在医院急诊
科抢救室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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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也有新专利正在申请，
一共申请了50多个， 目前授权的
已经有40个。”旁人眼中“高大上”
的专利证书，在谢向荣看来，却很
普通，因为他是业内有名的“专利
达人”、“两型达人”。近十年来，谢
向荣成功申请的专利已经超过
360个，这些专利都集中在“复合
保温砌块组合墙体自保温技术体
系”，属于“两型环保”的“绿色节
能”产品。

在商机中走上专利路

谢向荣出生在益阳， 父母都
是老师， 对他培养的方式比较特
别，导致了他从小爱“捣鼓”的性
格， 动手能力特别强。1992年从
湖南大学毕业，谢向荣先去当了6
年的老师，后下海经商。虽然生意
越做越好，可谢向荣却不满意，他
一直想做的工作与“捣鼓”有关。
后来， 谢向荣进入建筑监理公司
工作，他自修土木工程专业，结合
大学中所学的机电专业， 逐渐成
为一个集机电、建筑、建材于一体
的“专家”。

2003年， 谢向荣来到贵州
经营建材生意，并在“保温墙”这
一材料上发现商机。当时，国内保
温砖刚刚起步，价格非常高，谢向
荣决定研制出质量有保障、 价格
又实惠的保温墙砖。 经过近一年
的实验， 他终于成功研制出了自
己想要的产品，2008年成功申请
了第一项专利， 从此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成功。

研发“水火不侵”的保温模板

当复合保温砌块的生产技术

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应用于外墙
自保温体系时， 出现了保温层材
料容易开裂、脱落等致命缺陷，不
少城市开始禁止使用这些材料。

谢向荣和他的团队开始研究
保温免拆模板与外墙自保温体
系，成功研发出“永久性保温免拆
模板”， 以及相关的成套生产设
备，实现墙体自保温体系。

据介绍， 以前建筑保温层使
用的普通泡沫板容易燃烧， 所以
起火时火势蔓延会很快。 而免拆
模板中有防火剂， 可以阻挡火势
发展。此外，这种免拆模板还具有
防水效果， 对建筑也起到一定的
保护作用。

尽管具有“水火不侵” 的特
点，但保温免拆模板价格并不贵，在
生产时消耗的能量仅相当于目前大
部分蒸压加气砌块生产线的1/9，而
且每平方米外墙综合造价比使用
普通砌块的造价少二三十元。

将节能建材技术推广到全国

在贵州取得了好成绩后，谢
向荣决定回到家乡湖南，于2014
年在长沙望城区成立公司， 主要
是从事新型复合保温砌块及成套
设备的生产和推广、 墙体自保温
体系的研发推广。

同时回到湖南的， 还有他已
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外墙保温
技术， 并且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2014年8月， 国际低碳和绿色建
筑技术贸易洽谈会在北京举行，
谢向荣在会上对他的技术进行解
说，引起不少国外专家的兴趣。

“能源紧缺仍旧是我们国家面
临的现状， 我相信节能材料将是
一个发展的方向。” 谢向荣透露，
自己研发的节能建材技术已经在
湖南、 江苏、 贵州等多个城市应
用，而且还和伊拉克、迪拜等国家
的建筑公司有合作。

■记者 李琪

本报8月31日讯 日前，教
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全国创新创
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名单（中央
部门所属高等学校19所、省属本
科院校25所、 高职高专院校6
所），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
南科技大学成功入选。

近年来，这3所高校不断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有效促进以
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以
长沙理工大学为例， 该校大力培

育创新创业文化，把“双创”教育
融入特色人才培养体系；2015
年，该校获评“全国高等学校创业
教育研究与实践先进单位”；在去
年的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以
两项金奖、 一项银奖的总成绩被
授予“集体奖”；今年6月，该校还
被评为湖南省20个双创示范基
地之一。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邓崛峰

本报8月31日讯 一份优秀的
简历是大学生进入职场的“敲门
砖”。 记者从长沙人才服务中心获
悉，长沙第四届简历制作大赛将在
9月1日正式启动， 届时湖南省内各高
校大学生均可登录长沙人才网
（www.cshr.com.cn）免费报名参赛。

据了解，本届大赛增设“模
拟面试” 环节， 帮助选手掌握

“Show出精彩”的能力； 此外，优
秀选手还将有机会获得推荐参加
人社部“中法千人实习生项目”，
赢得难得的工作平台和机会。大
赛还推出长沙人才网“智微招聘”
平台（微信公众号：cshrcshr），参
赛者可通过平台获取大赛动态，
还可获取更多就业信息。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姚霞

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8月29日下午，长沙市第一中学宿舍食堂区，工人将餐厨垃圾倒入无害化处理机进行分解。当天，长沙市开

福区政府、湖南三零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粪污、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演示活动，整个处理过程环保、简单、
安全，处理一吨餐厨垃圾成本仅需二十元左右。 记者 唐俊 摄

“两型达人”手握360项节能专利
研制“水火不侵”的保温墙 回湘设厂，产品吸引迪拜目光

我省3所高校入选创新创业高校50强

长沙第四届简历制作大赛今日启动

吃野蘑菇中毒，夫妻俩一死一伤
鸡吃了他们的呕吐物后当场死亡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真菌研究室陈作红教授
表示，两人食用的是一种名叫
“亚稀褶红菇”的剧毒蘑菇，通
常在7月上旬至9月下旬生长，
全省各地均有分布。该菌与老
百姓经常采食的红菇属中的
其他种类如稀褶红菇、密褶红
菇极为相似。

陈作红教授介绍， 我国已
发现的毒蘑菇种类有400多种。
在湖南， 主要的毒蘑菇中毒症

状类型可分为5种，即急性肝损
害型、急性肾衰竭型、胃肠炎型、
神经精神型、横纹肌溶解型。

韩小彤教授提醒，食用野
生蘑菇后出现头昏、 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或其
他不适症状，要高度警觉并给
予紧急救治：立即采用简易方
法催吐， 然后尽快送医救治。
同时， 应尽可能保留样品，供
专业人员救治时参考。
■记者 刘璋景 通讯员 梁辉

出现不适尽快催吐送医提醒

省人民医院开绿色通道抢救重症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