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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31日讯 虚拟
现实（VR）技术不再只是一种
娱乐游戏或电子产品， 它或能
带你走进手术室，虚拟体验为白
内障患者手术的真实情境；或带
你虚拟步入“核反应堆”，切身感
受核电站的运转情况……今
天，“曼恒数字VR2.0全国巡展”
在中南大学举行， 现场展示的
虚拟现实技术，让近200名师生
感受到VR已演变成一种教育
工具， 可以有效改变大家的思
维和行为方式。

在教学楼体验区里， 学生
们戴上虚拟头盔蒙上双眼和双
耳后，瞬间“穿越”到一间化工
厂里。 此时化工厂面临危险品
爆炸， 参与学生瞬间化身消防
员，拆除即刻爆炸的危险品，再
穿越熊熊烈火……中国虚拟技
术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周清会
介绍，VR技术能带给人身临其
境的感觉。事实上，在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已经建成有VR
技术的实验室， 相关负责人表
示，许多危险性极大、成本很高
的实验，并不能让学生参与，而
老师的讲述也很抽象， 但通过
VR技术，大家能体验到真实的
实验环境和数据， 从而达到传
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

周清会说，除了实验，在一
些医学课程上，VR技术也能帮
助大家体验真实为患者做手术
的感受。譬如白内障手术，借助
VR技术打造的真实场景，学生
们可以完全模拟还原手术的全
过程。

据悉， 作为互联网之后的
又一项重大技术革命， 在不少
高校， 虚拟现实技术已然成为
了新的辅助教学的手段， 尤其
在虚拟教学、虚拟实验、虚拟仿
真校园等方面产生了创新性应
用。

■记者 黄京

本报10月31日讯 流行
性腮腺炎聚集性疫情刚过去，
水痘疫情又来了。 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根据
该中心疾病监测结果显示，近
期长沙市水痘发病明显上升，
个别小学还出现了聚集性疫
情。每逢秋冬交替时节，流感和
流行性腮腺炎等传染病发病亦
明显增加， 重点人群建议尽早
接种相应疫苗进行预防。

专家介绍，水痘是由水痘-
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原发感
染， 以全身出疱疹为特征的急
性传染病， 儿童是主要发病群
体，具有高度的传染性。若刚怀
孕的准妈妈感染水痘， 可能引

起胎儿畸形。 患了水痘的孩子
应该治疗到全部疱疹干燥结
痂，衣被和用具均需消毒处理。

“需特别提醒的是，小时候
患水痘， 将大大增加成年后罹
患带状疱疹的风险。” 专家建
议，适龄儿童满1岁后即可接种
第一剂次水痘疫苗，满4岁后接
种第二剂次，全程接种2剂次水
痘疫苗既可有效预防水痘，又
能降低成年后罹患带状疱疹的
风险。

此外， 市民近期还要注意
防范流行性感冒。 接种流感疫
苗，可有效预防流感。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亚曼 王涵

10月29日，由“湖南省医学
会内窥镜学专业委员会2016年
学术年会” 组委会专家联合湘
雅、 省人医结石名医共同拟建
的我省首个“结石名医诊室”，
今日正式落户长沙京石结石病
医院。

据悉，湖南首个“结石名医
诊室” 汇聚我省结石疾病领域
权威泰斗， 专家组成员包括湖
南省腔内微创泌尿外科创始人
张选志教授， 省内知名肝胆外
科专家黄厚秋教授， 省第二人
民医院泌尿外科学术带头人任
毅馨教授， 三湘微创保胆取石
“第一人”胡文军以及无创保肾
取石“神奇医生”易成然等十余
名高级职称的结石名医。

即日起，“结石名医诊室”
邀请的湘雅、 省人医结石名医
将定期在长沙京石结石病医院
巡诊、会诊与手术，为患者提供
预约、就诊、治疗、康复与术后
预防于一体的省内一流的结石
专业诊疗服务。 我省结石患者

可通过电话、 网络直约结石名
医号， 优先享受绿色快捷的就
诊通道，无需排队等候，并可与
结石权威专家教授进行多对一
的交流与互动。

“三镜联合微创保胆取石”
术可助胆结石患者取净结石且
保留有功能的胆囊， 而患有肾
结石的病患则可选择“纤维肾
镜无创保肾取石”术，彻底取出
结石的同时不伤肾不伤身。该
“保胆保肾取石”技术已由长沙
京石结石病医院率先在湖南引
进并成熟开展。 ■李娟

本报10月31日讯 10月27
日，长沙市召开了出租汽车改革
相关政策新闻发布会，备受关注
的《长沙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公
开征求意见稿)出炉，对网约车
数量、运价、车辆准入、驾驶员申
请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明确。

从近几日的反馈声音中，
记者注意到，用得较多的是“温
柔”、“包容”、“宽松”等字眼。不
过， 涉足网约车的汽车租赁行
业在两次会议探讨后向记者反
馈， 有些具体细则感觉还可以
更包容的， 目前行业已经形成
一致意见， 准备起草建议反馈
到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行
业改革办公室。

部分司机认为
对“人”过于严格

新政一出， 记者第一时间
采访了网约车平台、 汽车租赁
公司、快车专车司机、乘客等相
关人士，记者采访中发现，市民
对新政都还比较满意， 认为基
本从满足老百姓出行需求及切
身利益角度出发的。不过，网约

车车主认为新政对于司机有些条
款过于严苛了， 如要求长沙市户
籍或者在本地取得居住证一条，
不少外地车主有意见。 外地快车
司机程峰就指出，按照最新政策，
外地司机在长沙办理居住证的发
证时间为6个月，这对兼职车主来
说关系不大， 但对很多专职网约
车车主来说，意味着可能要停工6
个月，影响很大，“我们希望新政执
行有缓冲机制，能有时间容忍度。”

对于开黑车或网约车被查处
的不能从事网约车这一条， 有些
车主对此有想法， 如兼职司机朱
文就认为，“其他无犯罪等条件，都
是对乘客安全负责， 设限非常有
必要， 但因从事网约车被政府部
门惩罚过就被排除， 新政显然是
‘一事二罚’，能否再包容一些？”

此外，也有兼职司机提出“合
乘限制两单” 过于死板了，“既然
鼓励出行共享，有些外出频繁的，
就算每天合乘五单也不为多啊！”

不起眼细则
刷下九成快车

新政出台次日， 长沙市涉足
网约车的7家主流汽车租赁公司

就组织会议对新政细则进行了研
讨， 大家对新政的第一感觉都是
“还可以”， 因为在网约车政策已
经出台的城市中，除贵阳外，长沙
市对网约车车辆要求标准相对最
为宽松，轴距是最低要求、车价要
求也最低。 不过， 落实到具体细
则，有些条款设置差强人意。

长沙亿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乐意就表示，从表面看，
新政确实很包容， 如对车辆的限
制主要体现在“轴距2650毫米以
上” 或“车辆计税价格12万元以
上”，两者二选一的方式，可以将
市面上绝大多数主流车型纳入其
中。但是，最关键的是“配置上必
须配备‘ESP(车身电子稳定控制
系统）’这一条件的门槛不低。”

“通过粗略统计，现有市场上
的快车有90%不达标， 专车也约
有50%不达标， 如主流专车凯美
瑞、 雅阁等车本身都不带这一系
统。” 周乐意解释，ESP由汽车原
厂出厂，不能加装，一般是高速过
弯、冰雪路面等极限状态下使用，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辅助系统来实
现，后续如果严格执行新政，12万
元以上的网约车仍会有三四成不
达标。 ■记者 杨田风

想看“核反应堆”，通过VR就能实现
虚拟现实技术走进我省高校 能看到触到嗅到，让人如临其境

湖南启动首个结石名医诊室
看湘雅、省人医结石名医不再一号难求

家长注意：近期水痘发病明显上升

即日起， 面向全省征集30
名结石疑难病例，由湘雅、省人
医的结石名医会诊手术。 广大
读者拨打 0731-82806120即可
预约专家号，挂号费仅收100元
（原价200元）， 还可10元查结
石，手术患者最高优惠2000元，
术后80元结石成分分析获专业
防复发指导。

相关链接

须配“ESP”可能刷下九成快车
行业期待网约车新政能再“包容”一点

本报10月31日讯 以前，
湖南企业要注册商标， 要么专
程跑到北京去办理， 要么找代
理机构，费钱又麻烦。不过，随
着长沙商标受理中心今日在创
谷·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正
式挂牌落户， 从11月1日起，省
内自然人、 企业法人或其他组
织需要注册商标， 就可以在长
沙直接办理了。

作为全国13个地方受理商
标注册申请的试点地区， 长沙
商标受理中心设有“商标咨
询”、“商标受理”、“商标质押”

服务窗口，形成了商标查询、受
理、交易、评估、质押全流程的
商标服务体系。

今天下午记者见到， 做水
果生意的罗女士在咨询完商标
注册流程后， 将600元手续费
递给了工作人员，就完成了注
册商标登记。她非常满意，“去
一趟北京， 来回路费价格不
菲，若是找代理机构，服务质
量又是参差不齐， 现在省钱又
省力，真好。”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密 谢昌友

本报10月31日讯 今天，记
者从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网获悉，因全国铁路部分
新线即将开通运营，届时，铁路
部门将调整列车运行图， 自12
月30日（车票票面乘车日期）之
后， 全国铁路部门旅客列车车
票预售期调整为30天，其中，互
联网、手机、电话订票预售期为
30天；各车站、代售点、自动售
票机预售期为28天。 恢复60天
预售期时间另行通知。。

■记者 梁兴

12月30日后
火车票预售期暂为30天

注册商标今起不用飞北京

10月31日，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街，记者看到《老长沙》系列雕塑被损
伤的还真不少，譬如这幅雕塑打酱油的“提筒”就不见了。雕塑是城市和谐文
明的符号，希望大家自觉保护。 记者 田超 摄

打酱油的
“提筒”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