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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本报5月25日讯 药品可以救
人，也可以“杀”人，因此安全用药很
重要。今天上午，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在烈士公园共同举办2017年湖南科
技活动周系列活动“安全合理用药大
型义诊”，指导市民安全合理用药。

私自停药致血压飙升

63岁的刘奶奶5年前患上了高血
压， 刚开始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
后来她发现自己的血压已降到了正
常值，以为病已“治好”，便自行停药
了。一个星期之后，刘奶奶又开始出
现 头 晕 的 症 状 ， 血 压 飙 升 至
150mm/Hg，她只得又开始服药。这
种情况，1年里反复出现了五六次。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药学部主任
周伯庭教授表示，一些老人家不太理
解高血压这类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
以为表观的数据降到了正常值，就可
以不吃药了， 但不久后又会复发。他
建议，高血压患者不要随意增减用药
剂量。随意加大高血压药剂量，会使
降压幅度过快，血压降得太快会发生
头晕、乏力，甚至导致中风和心肌梗
死。

该院药学部邓晟副主任药师建
议，高血压患者要密切监控动态血压

分布情况，在适当的时候服用合适的
药物。如果增加、减少或替换药物后，
要在随后的几天内密切监测相关指
标，甚至适当地还要增加一些指标检
测，如肝肾功能等。

不合理用药情况严重

有媒体在2016年透露，世界卫生
组织曾警告，不合理用药已成当今全
球的第四号杀手，调查显示，全球1/3
的人死亡原因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不
合理用药。据国家药监局统计，我国
每年有250万人因药物不良反应住
院，每年约有19.2万人因药害失去生
命，死亡率高达7.68%。

“能吃药不打针， 能打针不输
液。” 湘雅医院的志愿者们和清水塘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为公众发放合理安全用药宣教手册，
提醒大家不要过度输液， 让合理用
药、安全输液深入人心，共同守护“针
尖上的安全”。

义诊现场，活动方特地摆放了一
些假冒伪劣药品，吸引了不少公众驻
足咨询。专家提醒，公众一定要到正
规医疗机构和药店购买药品，否则可
能引起不良后果。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洁
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本报 5月 25日讯 今
天，一场未来“大国工匠”之
间的较量在湖南展开———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复杂部件数控多轴联
动加工技术”赛项和中职组
“中盈创信” 杯计算机检测
与维修恢复赛项，分别在湖
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长
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举行。
这是我省首次承办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来自全国
各地技艺超群的近200名职
校学子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一决高下。

上午，记者来到湖南工
业职院赛点，不过被挡在了
赛场之外。 相关负责人表
示，比赛纪律要求堪比“国
考”， 赛前一天开始对比赛
场地清场，所有选手在比赛
开始前30分钟报到，并接受
身份资格核验，不得在赛场
暗示身份记号或符号，不得
带手机，选手之间不得有任
何交流。

该赛项总裁判长周明
虎介绍，此次参赛的54名选
手以2人为团队， 在赛场连
续5个小时完成“复杂部件
造型”“数控多轴机床编程”
“高精度复合加工”“零件装
配”等实际操作。比赛注重
综合技术的应用，涵盖了先
进制造技术领域所需的主
要知识点和技能点。“某些
零部件加工的精度要求很
高，甚至达到一根头发丝的
五分之一。”

据悉，该项赛事是教育
部发起， 联合相关部门、行
业组织和地方共同举办的
一项全国性职业院校学生
技能竞赛活动。该大赛已成
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重要抓手，对职业院
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引
领作用日益凸显，比赛中优
秀中职选手还免试推荐到
高校就读。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秀

通讯员 王宇 屈小燕

本报5月25日讯 离高
考越来越近， 记者今日从
省教育部门获悉， 湖南省
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时间表已经出炉。 从公布
的时间表来看， 今年我省
不会合并录取批次；另外，
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纳入普
通本科一批录取， 不再单
设批次。

今年的高考时间为6
月7日至8日， 而今年高招
录取工作将从7月8日正式
开始。 整个高招录取时间
将持续40余天，直至8月20
日正式结束。由于北京、山
东、 海南等部分省份今年
对高考录取批次进行了合
并或调整，许多湖南考生和
家长对此也十分关心。从录
取工作安排来看，我省今年
不会合并录取批次，高招录
取批次安排依次为本科提
前批、贫困专项计划、本科
一批、本科二批、本科三批、

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
另外， 各批次不同志

愿栏一般按 “自主招生”、
“高水平艺术团”、“综合评
价录取”、“农村学生单独
招生”、“非定向”、“定向”、
“民族班”、“预科班” 顺序
投档录取， 高水平运动队
招生与该校其他同科类计
划同批录取。“农村学生专
项计划” 录取与本科一批
“非定向”平行志愿院校同
时进行。

提醒各位考生， 在高
招期间， 可在省教育考试
院主办的《教育测量与评
价·高考志愿指导专刊》和
《教育测量与评价·高校招
生计划专刊》 以及湖南招
生考试信息港网站（http:
//www.hneeb.cn）、“湖南
考试招生” 微信公众号
（ID:hnkszswx）上查询填
报志愿的相关信息。

■记者 黄京

今年我省高招不合并录取批次
我省高招录取时间表出炉 高招期间，考生可通过三种方式查询填报志愿相关信息

我省首次承办全国职院技能大赛
比赛堪比“国考”，优秀选手可免费推荐读本科

7月8日———11日16:30� 本科提前批
7月12日———15日 贫困专项计划
7月16日———23日 本科一批
7月24日———30日 本科二批
8月2日———7日12:00�� 本科三批
8月10日———11日 专科提前批
8月12日———20日 高职专科批

每年19万人死于“乱用药”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药学研究所所长、 湘雅医院党委副书记龚志成教授表
示，老年病友依从性差，已成为老年合理用药面临的首要问题。老年慢性病患
者需防范用药误区，避免“用错药”带来的安全隐患。

龚志成教授提醒，老年人用药要避免三大误区。第一是自己点名用药。自
认为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这样随意用药易致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其次，慕
名吃药，跟着广告走。第三认为滋补药有益无害，其实“是药三分毒，药补不如
食补”才是应用滋补药的基本原则。

警惕老年人用药的三大误区

5月25日上午，长沙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29岁的科学家孙小琴（前左二）在自己照片前拍摄，她是本次入展的最年轻科学
家。5月30日是全国首个科技工作者日，湖南省科协和省科技厅联合开展“湖湘脊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科学家事迹展”，我
省31位科学家的巨幅照片将显示在各大LED广告显示屏上，市民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了解科学家们的
先进事迹。据了解，我省还在黄花机场同步展开科学家事迹展。 记者李琪李健胡宇芬实习生 平孟 郑琪琪 摄影报道

湖南科学家事迹展在长开展

湖南省2017年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时间表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从今
天下午在长沙召开的全省医改
暨健康扶贫、 医疗纠纷综合治
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我省今年将加大健康扶贫力
度，实施倾斜支付政策，建立兜
底保障机制， 全面提升农村贫
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和贫困地
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
记陈小春介绍，今年将集中救治
农村贫困人口中，儿童先天性心
脏房间隔缺损、儿童先天性心脏
室间隔缺损、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血病、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
肠癌、 终末期肾病等9种大病患
者13033例。同时，救治全省重
性精神病患者、 农民工尘肺病、
肺结核病、艾滋病、晚期血吸虫
病人。定点医院原则上安排在县
级医院，省里统一制定诊疗方案
和临床路径。

据透露， 今年要将所有农
村贫困人口纳入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范围， 全面建立农村贫困
人口健康卡， 每年开展一次健
康体检。 贫困人口患者在县域
内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对
罹患9种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
实际医疗费用， 经由基本医疗
保险等各类保险以及医疗救助
基金等渠道支付后， 个人自付
部分由定点医院给予不低于
50%的减免。 ■记者 段涵敏

我省贫困人口
在县域内住院
先诊疗后付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