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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下午，长沙市首届中学（中职）校园社团文化节城南片组文学主题专场展示活动在长郡中学举行。记者从
活动现场获悉，社团活动已成为长沙中学生展现自我、发扬个性的绝佳平台。在长郡中学的19个社团中，推理社成为
“人气担当”，颇受同学们欢迎。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胡勇辉 王剑 摄

本报12月5日讯“近日寒冷，结
核病人中中老年肺结核患者明显增
多，其中有的是新发病例，有的是旧
病复发。”今天，省胸科医院内一科
主任黄移生教授提醒， 湿冷空气活
动频繁，容易诱发和加重肺结核病，
尤其是中老年人，要注意防寒保暖、
适当锻炼，有效预防肺结核的发生。

67岁的刘先生是娄底人，20天
前， 气温突然下降， 刘先生开始咳
嗽，并伴有午后发热、夜间盗汗，到
医院进行胸部CT扫描和痰检，确诊
为肺结核，住进医院治疗。

黄移生提醒，寒冷的冬季，尤其
老年人要注意防寒保暖， 避免因受
凉感冒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诱
发结核病。另外，要适当进行体育锻
炼， 注意合理休息， 做到生活有规
律，增强营养饮食。

如果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伴
有痰中带血、低热、乏力、消瘦等症
状， 应尽早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
排查结核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艳 杨正强

本报12月5日讯 心脏
不在左边跳动，而是在右边，
体内器官左右长反， 长沙市
民朱先生是一位罕见的“镜
面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通过达芬奇机器人， 为这位
“镜面人”实施腹部无切口的
直肠癌根治术获得成功。主
刀医生、 胃肠专科主任姚宏
亮教授介绍， 这是国内首次
机器人为“镜面人”实施下直
肠手术。

朱先生是湖南长沙人，上
小学时一次就医，医生发现他
体内器官左右“反长”。“除了
内部器官位置相反，生活方面
没有什么异常，运动健身也没
有任何影响。”朱先生说。

今年上半年，朱先生在一
次旅游途中突然出现便血，症
状逐渐加重。11月中旬到医院
就诊后，确诊为直肠癌，医生
建议手术治疗。

因为朱先生内脏位置与
正常人完全相反， 本该长在右
上腹的肝胆长在了左上腹，胃
长在了右上腹，肠子的解剖位
置也是反的。手术器械全是按
正常人内脏体位设计的，对医
生手术习惯是个不小的考验。
“相当于看着反光镜倒车，需
要‘反其道而行之’。”姚宏亮
教授介绍，“镜面人”的出现几
率仅为百万分之一， 为此，团
队专门成立了针对这位患者
的治疗小组。

11月23日，医生为朱先生
进行了达芬奇机器人下腹部无
切口经肛门标本拖出的直肠癌
根治术。 充分利用机器人灵活
的“手臂”， 完成其他腹腔镜难
以完成或无法完成的操作。 术
后第一天， 朱先生就可以自主
下床走动并能进食， 目前康复
状况很好。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奎杰 沙丽娜

此次在湖南汽车工程职
业学院建立“院士工作站”的
李德毅院士， 是我国人工智
能领域的“大牛”。曾带领中
国最大的智能车联合团队，
在国内首次完成北京至天津
高速公路的全程无人驾驶，
率先实现世界第一辆无人驾
驶公交车郑州至开封的开放
道路无人驾驶。

作为指挥自动化领域
的专家，李德毅还参与了我
国多项重大电子系统工程
的研制和开发，在国际上最
早提出了“控制流—数据
流”图对理论，给出了基本
图元、图对、链接法则、设计
语言等一整套用于复杂系
统结构优化的实现方法,先

后获得14项国家和军队级
科技进步奖。

李德毅告诉记者， 一方
面， 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必
须要与企业相结合， 该校与
特斯拉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
企业深度合作， 积累了一批
专业技术人才和丰富的产学
研一体化建设经验； 另一方
面， 该校在汽车底盘改造技
术方面具有专业优势。 与湖
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手建
设工作站， 是发挥双方优势
互补作用， 推进汽车智能驾
驶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重要举
措。谈起未来的发展目标，李
德毅表示：“希望院士工作站
的建立， 能够促进‘大国工
匠’的培养。”

湖南高职院校首个“院士工作站”成立
与高职院校实现“优势互补”，助力“大国工匠”培养

反其道而行之手术成功

机器人巧治“镜面人”
冬季结核患者增多
老年人须防寒保暖

作为国家级最高端人才
的院士， 走进高职院校开设
“院士工作站” 是否大材小
用？对此，省教育厅职成处处
长余伟良认为，一方面，院士
走进高职院校可以引领和促
进技能型人才培养， 提升职
业教育质量， 增强职业院校
核心竞争力， 提高职教的社
会地位；另一方面，在推进产
教融合、促进技术研发推广、
促进高职院校科研工作、提
升高职院校师资能力上，也
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可以预见的是， 在我省
高职院校争创“一流特色专
业群”和“一流高职学院”的
过程中， 将有更多院士走进

高职院校， 成为专业群发展
领军人物， 为职校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也将科学技术领
域最前沿的成果介绍、 分享
给职业院校的师生。

余伟良表示， 开展技术
研发和推广， 深度融入产业
发展的核心， 将是职业院校
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抢占
先机者， 方能赢得未来。“作
为高等教育的一分子， 高职
院校的转型发展， 同样也需
要相关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
的专家坐镇， 为学校发展规
划、学科专业建设、办学实力
提升等‘把脉问诊’，从而引
领高职院校朝着更高的水平
迈进。”

可与高职院校实现“优势互补”前景

作为我省首个高职院校
“院士工作站”，“李德毅院士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工作
站”将打造成为一个由政府推
动，以企事业单位创新需求为
导向，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及其团队为核
心， 以省内研发机构为依托，
联合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高
层次科技创新平台。

湖南汽车工业职院校长
罗先进介绍，“院士工作站”
成立后， 双方将在学科建设
及科研技术创新等方面建立
全面合作， 并利用这一平台

优势推动人才培养， 加快相
关科技成果项目化、工程化，
最终实现产业化。

在该校党委书记邓志革
看来，“院士工作站”正式运
营后，将指导筹建校企合作
联合实验室，为学校提供长
远发展 、 战略规划咨询服
务；与此同时 ，学校将积极
推动与株洲汽车产业发展
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服务株
洲“一谷三区”建设，为株洲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汽车
智能技术、智能交通技术的
提升作出新的贡献。

产学研结合，助力智能汽车产业化合作

院士走进高职院校，将引领技能型人才培养观点

12月4日下午，“李德毅院士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
院工作站”建站签约仪式在株洲举行，这是我省首个高
职院校“院士工作站”，也意味着代表科研最高实力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将走进我省高职院校，助力“大国工
匠”培养。

院士入校将给我省职业教育和相关产业发展带来
什么“福利”？在培养技能人才的高职院校，院士的科研
成果会“大材小用”吗？三湘都市报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通讯员 余醴 易启明

针对近日网传“九年义务教
育升级为十二年制，中考将取消”
的消息，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
人5日予以否认。

“当前，还不具备把高中阶段
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 高中
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普及
步伐， 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
教育的需要。” 该负责人表示，现
阶段不可能将九年义务教育升级
为十二年制。

“今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
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
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但普及、
义务和免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在解决有
学上的问题，不是将高中阶段教
育纳入义务教育或者实施免费
教育。”

针对“中考将取消”的消息，
该负责人明确表示不属实。

“教育部于2016年颁布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我们
一直强调， 本次改革推行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 并不是取消中考。”
该负责人强调， 改革是对原有中
考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旨在建立
新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
模式， 更好发挥考试招生制度在
推进素质教育中的正确导向作
用，促进教育公平。 ■据新华社

义务教育变12年？中考取消？教育部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