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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管老师辞职后留3000元给贫困女生》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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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6日讯 乳腺
癌一直是困扰女性健康及美
观的一大难题， 长沙的曹女
士去年体检发现其右乳有不
寻常包块， 在医院确诊为乳
腺癌。近日，她在湖南省肿瘤
医院乳腺肿瘤整形科成功完
成乳房重建手术， 目前已恢
复良好。

据悉， 曹女士每年坚持
两次体检，在得知患有“乳腺
癌”后，她向医生了解病情
并得知，单纯的乳癌根治术
会导致乳房外形丧失，她希
望在彻底去除疾患的同时，
采用自身组织移植的方法
重建乳房外形。目前国际最
适合采用的方法是用下腹
部多余组织转移重建乳房，
而曹女士早年腹部先后做
过剖宫产和子宫肌瘤切除
手术，腹部瘢痕明显，外观
不好，种种条件的限制给医
生团队布下了重重障碍。

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肿
瘤整形科主任李赞对患者全
身情况进行了系统评估后，

发现患者大腿内侧皮下组织
较多， 可用股内侧穿支皮瓣
游离移植方法实施。 手术方
案一经讨论确定， 李赞医护
团队利用混合现实技术，先
为患者完成高清度的CTA扫
描数据， 精确重建了肿块区
域三维模型， 再根据肿块范
围和容积设计了相应面积的
皮瓣大小及厚度， 同时将曹
女士腹部、 髂腹股沟区域以
及大腿所有较大穿支血管做
了三维立体重建，直观、准确
地呈现血管解剖信息， 并通
过3D打印技术制作出1∶1的
实物模型， 在计算机上和实
体模型上精确模拟了手术切
取范围。

经过详细周密的准备，
手术在李赞的主持下进行，
历时6个小时得以安全顺利
完成。这是世界首例Mr混合
现实技术辅助的乳房重建手
术， 标志着湖南省肿瘤医院
肿瘤整形外科进入全息时
代。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彭翠娥 宋达疆

70余名医护人员
义务献血两万毫升

本报3月16日讯 献血有害健
康？医生不献血？今天上午10点，在
湖南省儿童医院职工食堂前坪，一
台献血车停在路边， 医院医护人员
正在排队献血。 记者从省儿童医院
获悉， 当天共有70人参与无偿献
血，献血量共计22300毫升。

丁家意是省儿童医院肾脏风湿
科的一名医护人员， 她刚出夜班匆
匆吃完早餐，回家前特意先来献血。
丁家意说， 她2013年到医院上班，
每年医院都会组织义务献血， 这是
她第二次参与。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这次她献血300ml。

“希望能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丁家意说，3月份是学雷锋月，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 更应该起到模
范作用，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同时，
为缓解季节性用血紧张贡献一份力
量。 ■记者 李琪

本报3月16日讯 最近，在
湖南自学考试报名工作中，个
别助学机构无视相关规定，组
织生源时，以考试“包过”为幌
子骗取考生交纳助学费用，或
层层倒卖生源，多收乱收费用，
让考生财产遭受了损失， 也严
重损害了自学考试声誉。 针对
现状，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下发
通知， 进一步整顿自学考试招
生秩序， 规范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社会助学活动。

通知要求， 要进一步加强
社会助学机构在生源组织上的
管理。 凡发现社会助学机构组
织生源时存在宣传不实、 虚假
承诺和违规收费现象， 要及时
制止，暂停其新生注册；对造成
社会恶劣影响的， 要坚决取消
其社会助学资质。

同时， 省教育考试院还表
示， 要加强新生注册的备案管

理。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各主考
院校对社会考生以及社会助学
机构的管理要实行“谁注册谁
负责”，相关工作人员有告知政
策和核实是否交纳学费的义
务。

此外， 要加强社会助学机
构招生工作人员的管理， 所有
聘请的招生工作人员名单、联
系方式及后续工作中人员变动
情况， 要及时报省教育考试院
备案。 凡出现考生投诉社会助
学机构非名单上的招生人员，
社会助学机构要主动调查，并
将有关情况上报省教育考试
院。

省教育考试院还公布了投
诉 电 话 ：0731-88090239、
88090246。对冒充招生工作人
员进行欺骗宣传的， 将通过公
安部门予以处理。

■记者 黄京

“种植牙送价值2880元全瓷
冠、 欧美进口植体比市场价便宜
1000多元、隐形矫正直降3000元、
牙齿美白仅880元一次、显微根管
仅1800元一颗……”3月17日，美
奥口腔正式入湘5年， 美奥口腔集
团全国13院共庆，长沙美奥口腔也
为消费者送出了优惠“大礼包”。

记者从美奥口腔集团获悉，
截至目前，美奥口腔种植牙手术
颗数已突破50000颗， 为20万家

庭提供了口腔健康解决方案，成
为口腔健康领域的国民品牌。

据了解， 美奥口腔作为美式
专业口腔医院， 现有包括长沙在
内的13家分院， 其开发出了一套
更适合亚洲人群，集牙齿美容、矫
正、种植，口腔治疗、保健、服务于
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服务体系。

“美奥口腔拥有湖南首台3D
打印机、掌握了业界领先的3D打
印技术，能大大缩短治疗周期，提

升治疗体验。” 工作人员透露，4
月， 美奥口腔将邀请国际国内著
名的口腔健康专家巡诊。同时，美
奥口腔也肩负社会责任， 常年在
学校和小区为市民做口腔义诊。

记者了解到，优惠“大礼包”
将持续至3月31日， 有口腔健康
困扰、想了解更多优惠的市民朋
友， 可前往长沙美奥人民路院、
万达院 、 湘府院咨询或拨打
89912222电话咨询。 ■蔡平

本报3月16日讯 春寒料
峭， 但我们却因一名宿管老
师的情怀和大爱，如沐阳光。

乡村教师黎碧霞病退后，
在湖南省中南艺术学校当上了
一名宿管老师。 为了照顾生病
的老父亲， 她不得不离开心爱
的岗位，辞职后却把自己3000
多元的工资悄悄地留给了一名
贫困女学生。

黎老师的事迹经本报报道
后 （详见本报3月15日A10
版），感动了很多人。今日，三湘
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公益项目， 决定奖励黎老师
5000元正能量奖金。

奖励黎老师，传播正能量

“她是一个平凡的乡村教
师， 把自己大半生的青春年华
都奉献给了孩子们。她的爱，不
止在三尺讲台，更在生活中的
一言一行，如春风化雨，似细
水长流，悄无声息，温润着一
个个年轻学子的心，照亮着他
们前行的路。对于孩子们而言，
她是师者， 亦是母亲。 大爱无
言，却如春风般暖心。”这是天
天正能量的官方微博上写给黎
老师的颁奖词，5000元是一份
奖金， 更是对黎老师的一种肯
定与尊重。

天天正能量是三湘都市报

与阿里巴巴联合全国100多家
媒体， 专门成立的一个以传播
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的
公益项目， 旨在奖励发生在
日常生活中温暖美好的凡人
善举。项目的宗旨，就是通过奖
励真善美、呼吁人人公益，来倡
导大家守望相助， 传递爱与善
良。 项目自2013年7月成立以
来,已累计发起每周正能量常
规评选182期、 特别策划奖励
400多次， 直接奖励人数超过
3000人，发放正能量基金超过
2800多万元。

学校成立爱心助学基金

“黎老师的事迹在校园里
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很多学生
都来问我们， 黎老师什么时候
回来。”中南艺术学校校长黄平
告诉记者， 黎老师虽然身处最
平凡的宿管岗位， 却做着最伟
大的工作， 学校会号召全校老
师向她学习。

黄平说， 学校已经成立了
爱心助学基金， 并且即将举行
启动仪式， 助学基金的资金来
源于集团以及老师募捐， 用来
帮助家庭困难但成绩优异的孩
子，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目
前中南艺术学校有63名品学兼
优的贫困学生是享受学校学费
全免政策的， 每人的总资助额
是3.6万元。

“我们随时欢迎黎老师回
来，她离开的这段时间，我们聘
请她为学校的校外辅导员。”黄
平说， 同时学校也会做好接力
棒工作，黎老师关心的学生，学
校会妥善安排好她们的学习、
生活，以及今后的就业。

■记者 贺卫玲

“黎老师，学校随时欢迎您回来”
本报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奖励黎老师5000元

自考报名悠着点，考试“包过”是忽悠
助学机构打着幌子倒卖生源乱收费 省教育考试院整顿招生秩序，公布投诉电话

世界首例混合现实技术
辅助乳房重建手术在湘完成

献礼5周年 美奥口腔约“惠”星城

3月16日，医疗服务队员为社区腿脚不便的老人测量血压。当天，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东广济桥社区联
合湘雅二医院开展“志愿服务红似火·三心服务暖人心”学雷锋大型义诊活动。医疗服务队上门为社区居民开展
各类检查、义诊并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崔自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