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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5日讯 “希望能
瘦10公斤， 努力瘦到85公斤。”
这个暑假，13岁少年卓卓（化
名）为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今天， 湖南省儿童医院第
19期胖墩夏令营开营， 平均体
重62.23公斤、总体重约4542公
斤的73名小胖墩蓄势待发，准
备利用这个暑假开启“甩肉”之
旅，当个健康少年派。

15岁女孩体重达112.3公斤

此次参加瘦身夏令营的73
名小胖墩来自全国各地， 其中
女孩23人，男孩50人，体重最重
的15岁女孩有112.3公斤。 根据
国家卫健委7月13日举行的发
布会， 我国6-17岁的儿童青少
年超重肥胖率近20%，6岁以下
儿童超重肥胖率超过10%。肥胖
已经成为不少儿童的烦恼，也
严重危害他们的健康。

13岁的卓卓是娄底双峰人，
身高1.51米的他， 体重达到95.3
公斤。“看到东西就想吃，妈妈买
回来的零食水果，我一定要吃完
才行。”谈起肥胖的原因，卓卓表
示，自己也认真反思过，贪吃是
体重超标的主要原因，“还有，我
不爱运动， 只喜欢宅在家里，也
是个不好的习惯。”

“最讨厌别人说我胖，也不
喜欢别人盯着我看。” 卓卓表
示，肥胖带给自己很多烦恼。因
为行动缓慢， 小伙伴们喜欢的
游戏他都不能参与； 上体育课

时， 也会因为跑不动成为同学
们关注的焦点，“很自卑。” 这次
参加胖墩夏令营， 卓卓希望自
己能瘦10公斤， 更重要的是养
成健康生活的好习惯。

“平时太惯着孩子了， 要吃
什么就吃什么， 吃多少也不管，
发展成这样我和他爸爸都很后
悔。”12岁男孩小田（化名）体重
68公斤， 妈妈赵女士焦心又后
悔，这次决定陪着儿子一起到夏
令营“甩肉”。

肥胖影响孩子生理发育

“只喝饮料，平时我们上班，
爷爷奶奶管不住，就随她喝。”10
岁的朵朵（化名）体重也是难以
管理，朵朵妈妈无奈表示，也曾
尝试控制女儿的饮食，但孩子抵
触情绪非常大，收效甚微，“希望

通过夏令营来解决这个问题。”
“引起学龄期儿童肥胖的主

要原因一是饮食、生活不规律，暴
饮暴食或长期摄入高热量饮食。
二是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
及， 很多孩子课余时间都花在网
络或游戏上， 体育运动量明显减
少。三是遗传因素的影响，不少肥
胖的孩子， 父母也有肥胖的情
况。”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
所长、主任医师钟燕教授介绍。

钟燕提醒， 肥胖对健康的
影响不容忽视， 不仅影响孩子
的外在形象， 更重要的是影响
生理发育和身心健康。 肥胖儿
童通常表现为难长高， 男孩性
发育不良、女孩性早熟，大多还
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
“成人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雅雯 姚家琦
实习生 杨祎莎 视频剪辑 李琪

近日， 郴州市永兴县消防
救援大队对辖区沿街店铺“三
合一” 场所开展火灾隐患排查
工作， 晓春精品鲜果店存火患
被责令限期整改。

晓春精品鲜果店位于果蔬
市场4栋101号，店铺共分两层，
店主私自将店铺二层改为家庭
住宅， 店铺与住宅共用疏散通

道， 店铺营业场所与住宅没有
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 为典型
的“三合一”场所。此外，鲜果店
内的物品堆放杂乱， 店主擅自
挪用灭火器，火灾隐患重重。

“居住在店铺里面，不亚于
住在‘火山口’上，不要抱有侥
幸心理，火灾是不讲人情的，生
命安全第一。” 检查过程中，检

查人员反复向店主强调“三合
一”场所火灾危险性，给予该店
主个人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的
处罚，并当即下发《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火灾
隐患： 在住宅区开设独立的疏
散通道， 将住宅与营业场所进
行防火分隔。

经济信息

永兴一鲜果店存隐患被责令整改
数字科技时代的到来， 不断推

动保险业的智能化自动化应用，依
托科技赋能， 保险公司正在不断刷
新着客户的体验感及满意度。2021
年“客户节”期间，阳光人寿“AI赔”
项目全部功能均成功上线， 理赔服
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阳光人寿“AI赔” 通过OCR、
NLP等技术应用，将理赔资料、保险
条款等理赔知识数字化、 结构化输

出，实现理赔资料、保险条款精准分
类、定位查询，让客户在理赔时获得
更便捷、专业的服务体验。

“让客户说好”是阳光人寿的永
恒追求。“AI赔” 以数字化转型为契
机，加快智能理赔的推进步伐。凭借
卓越的科技能力， 阳光人寿不断提
升服务能力， 从细节处优化服务品
质，让理赔有“一点点不同”。

■通讯员 彭溪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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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卡路里,小胖墩开启“甩肉”之旅
73名超重青少年长沙参加瘦身夏令营，最重的112.3公斤 13岁少年：努力瘦到8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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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5日讯 医美需谨
慎。7月13日， 浙江杭州一名网红
因抽脂整形手术而失去了年轻的
生命，令人惋惜，再次为爱美的人
敲响了警钟。

因为整形而失去生命的案例，
近年来时有发生，值得警醒。抽脂
手术具体怎么做？ 存在什么风险？
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相关
方面的医生。

33岁女子抽脂去世
这样的悲剧不少

杭州女子小冉， 今年33岁。据
其闺蜜介绍， 小冉5月2日在杭州
某医疗美容医院，经过各项身体检
查及评估后才做抽脂手术，却因全
身感染造成多器官衰竭，于7月13
日抢救无效死亡。

7月15日午间，杭州市卫健委
发布通报表示，经市医学会组织专
家评估，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华颜
医疗美容医院存在术前缺乏认识、
术中操作不当、术后观察处理不及
时等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
系，承担全部责任，并已作出赔偿。

事实上，小冉并非第一位因为
抽脂去世的求美者。 据媒体报道，
2019年11月， 一名32岁的成都女
孩，到成都市高新区一家医疗美容

机构整形，进行抽脂手术的过程中
出现了异常反应，转院后因抢救无
效死亡。

2020年1月，香港已故纺织大
亨、 知名品牌堡狮龙创始人罗定
邦的孙女罗贝儿， 在韩国接受抽
脂和隆胸手术时陷入昏迷， 之后
不幸身亡。

抽脂在医疗分级中是小手
术，但风险大

抽脂手术从医疗手术分级来
讲， 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手术。但
从风险上来说，包括抽脂在内的整
形美容手术， 有比较大的风险，并
不是很多人简单理解的“小手术”。

湖南省人民医院整形激光美
容外科医生朱轶介绍，虽然这种手
术目前来说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
也有一定的风险性。 朱轶表示，抽
脂手术最危险的并发症就是脂肪
栓塞。脂肪血栓就是大量脂肪进入
血管，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引起肺
堵塞，从而导致呼吸困难、衰竭和
死亡情况的发生。

需要强调的是， 选择手术机
构时，要看机构是否正规、医生是
否有资质， 有没有及时的危机处
理能力。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祎莎

33岁女网红因抽脂感染去世
提醒：抽脂手术风险大

阳光人寿“AI赔”让理赔有“一点点不同”

7月15日下午， 岳阳市湘阴
县人民政府、 湖南师范大学/湖
南师大附中、恒大溪上桃花源合
作办学签约仪式在恒大溪上桃
花源项目展示中心举行！湖南师
范大学校长刘起军、湘阴县委书
记李镇江、恒大集团湖南公司董
事长孙拓出席仪式并讲话，见证
签约。

据了解， 本次签约的湖南师
大附中附属金龙学校是由湘阴县
人民政府与湖南师范大学合作办
学，恒大集团配建的一所高配置、
高起点、 高质量的公办九年一贯

制学校。 它意味着湘阴县与长沙
优质教育资源接轨， 达成校际交
流、人员互动、标准统一、教考同
步、资源共享。未来三方还在该片
区就幼儿园、 高中等教育阶段的
规划及合作进行深入洽谈， 力将
该片区的所有学段教育资源纳入
湖南师范大学的办学合作范围。

湖南师大是湖南省属高校中
唯一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
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也是
一所具有鲜明教师教育特色的高
等学府， 文化底蕴深厚， 人才辈

出。湖南师大附中、附小、幼儿园
办学质量上乘，社会声誉良好，特
别是湖南师大附中在全国范围内
均享有“课改先锋”“金牌摇篮”的
美誉。

据介绍， 湖南师大附中附属
金龙学校，占地约 100亩，规划总
建筑面积约52000m2， 预计共设
60个班， 计划招生2780人。 目前
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土方桩基施工
阶段，预计2022年秋季招生开学。
该学校属于恒大溪上桃花源配建
学校， 项目业主的子女可配套入
读该学校。

本次仪式签署的关于基础
合作办学协议，体现了“政、企、
学”强强联合，势必以强大的教育
品牌和师资力量将“湖南师大附

中附属金龙学校” 打造成为湘阴
教育新名片， 为区域发展及教育
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实现教育均
衡化。 ■谭颜珏

重磅！恒大联合湘阴县引入湖南师大、师大
附中、附小教育品牌打造九年一贯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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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湖南省儿童医院第19期胖墩夏令营开营。 记者 李琪 摄

扫
码
看
视
频
新
闻

签约现场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