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6日讯 今年毕业

的女硕士杨云(化名)过关斩将，好

不容易竞聘上了宁乡一家事业单

位的职位。然而，她去学校办转档

手续时却被告知， 她高中和大学

本科时的档案不见了。

部分档案不见了

今年毕业于中南大学铁道校

区土木建筑学院的杨云， 所学专

业是土木工程规划与管理。今年4

月报考了宁乡县城建投的“工程

技术”岗位。笔试面试面谈，一路

过关斩将，她获得了试用资格。

今年8月，她去学校办转档手

续，却意外得知，只有研究生阶段的

档案，高中和大学本科的都没了。

“(土木建筑学院)管研究生档

案的老师说， 以前管档案的老师

不在学校了， 她也不清楚我的档

案资料是怎么回事。”杨云请这位

老师帮她查了很久， 都没找到那

些丢失的档案资料。

“宁乡那边，要求在9月30日

之前，把档案转过去，现在我的这

些档案资料却丢了， 我真不知道

怎么办了？”杨云说。

档案室正在寻找

中南大学铁道校区土木建筑

学院负责研究生档案管理的老师

说，原来管档案的老师已经离校，

无法确认杨云的档案资料当初是

否已经转到该校。

没有档案， 学生能在该校就

读吗？她说，像在职研究生，如果

学生要求不转档案也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帮她

找档案。”

邮政局：记录只保存一年

杨云本科毕业于湖南农业大

学，她告诉记者，她从学校查到了

自己档案寄往中南大学铁道校区

土木建筑学院时的机要证号。那

是否可以通过邮政部门， 查到当

初签收她档案的经手人呢？

长沙市邮政局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像档案等机要文

件， 邮寄时是会有邮寄人及邮件

签收人的电脑记录， 但这记录只

保存一年，杨云的资料是2007年

邮寄的， 当初的电脑记录现在已

经没有了，所以无法查询。

杨云担心：补档案有效吗？

宁乡县人事局工作人员奉先

生表示， 如果找不到原来的档

案， 那就只有补档案了，“只要补

的档案是真实的，那么就有效。”

目前， 杨云正在联系补办事

宜。 ■记者 陈月红

《“如果没钱读书，我就不做手术了”》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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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解放军 163 医院耳鼻喉技

术中心接诊了不少老鼻炎患者，其中

约有八成患者除了有鼻塞、 流涕、喷

嚏等鼻炎典型症状之外， 还存在咽

干、咽痛、嗓子痒、恶心等情况。 江文

主任指出，慢性鼻炎久治不愈会引发

慢性咽炎、鼻息肉、鼻窦炎等并发症，

若不积极治疗原发病，不仅会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更可能危害身体健康。

“老鼻炎”遭遇新烦恼

在长沙工作的王小姐近几个月

来总感觉咽部不适，老觉得有东西堵

在那里，咽不下又咳不出，咽部发胀、

灼热、干燥、发痒，咳嗽还有点痛，晨

起要用力才能咳出分泌物。王小姐听

朋友介绍抽空到解放军 163 医院耳

鼻喉技术中心找专家看看。江文主任

为王小姐做了鼻咽纤维镜检查，发现

王小姐患了慢性咽炎，而引发咽炎的

罪魁祸首就是她的老毛病———鼻炎。

据王小姐自述，25 岁的她却有

10 多年鼻炎病史， 曾长时间接受药

物治疗，但是药越用越多，效果却越

来越差，一停药鼻炎就复发，治标不

治本;5 年前她在某医院接受了传统

手术治疗，可不到两年时间鼻炎就再

次复发， 而且病情比手术前更为严

重。阻塞上呼吸道，长期用口呼吸，加

上鼻炎分泌物对咽部的刺激，最终导

致她鼻炎旧病未除，又添咽炎新疾。

微创技术可除旧病新疾

解放军 163 医院耳鼻喉技术中

心的专家在为王小姐施行这一前沿

技术时， 从开始麻醉到治疗结束，前

后不到 15 分钟，整个手术不用开刀，

也不住院， 操作过程基本不出血，反

应极轻微，没有疼痛，而且一次手术，

就解决了慢性鼻炎、咽喉炎难题。 一

周后， 王小姐到 163 医院复诊时，还

当着江文主任的面， 特意闭上嘴唇，

用鼻子做了一下深呼吸，像孩子一样

高兴地说：“这样呼吸的感觉，真好!”

八成鼻炎患者合并有咽炎

畅快呼吸，一直是老鼻炎患者心

中最大的愿望。然而，在现实面前，他

们又不得不屈服，不仅要经常忍受无

止境的喷嚏、鼻涕、鼻塞等种种折磨，

而且寝食难安，还会因长期张口呼吸

产生咽炎、头痛、头晕、失眠等。

因为一般不危及生命，不少人把

鼻炎仅仅看作是“小毛病”，却不知鼻

炎若不及时治疗， 会酿成许多后患。

江文主任介绍， 从解剖部位来看，鼻

腔稍向里就是咽部，鼻粘膜的炎症往

往会蔓延到咽部引起咽炎。据临床统

计，有慢性鼻炎的人 80%以上会并发

慢性咽炎。鼻炎成为引起咽炎发病的

第二大因素，仅次于感冒受凉。 如果

继续发展，向下可蔓延至喉部，向上

可通过鼻泪管蔓延至眼，向两边可通

过耳咽管侵犯到耳，从而引发这些部

位的炎症和疾病。 五官相通，鼻咽部

是重要的交叉路口，一旦有病，就可

能危及四方。

一次微创技术解决鼻炎、咽喉炎烦恼

———访解放军 163医院耳鼻喉微创技术中心

■相关链接

解放军 163 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创建于 1940 年， 于 2001

年被确定为广州军区耳鼻咽喉技术

中心。 与上海中山， 北京协和，301

医院等技术交流，技术共享，使 163

医院技术同步于现代医学前沿，当

前已开展了 40 多项耳鼻咽喉尖端

技术，在治疗各种急慢性鼻炎、过敏

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甲肥大、

咽喉炎、中耳炎、耳聋、耳鸣、鼻癌、

喉癌等耳鼻咽喉疾病，讲究微创和

无痛，为不同病情的患者选择不同

的最佳的治疗方案。

健康热线：0731-84899163���

�������医院网址：

http://www.163ebh.com

岳麓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邓科长告诉记者，按要求，每个

班只能招45名学生，望城坡8所

学校目前都已经满额， 尤其是

青山镇，在城镇化拆迁中，原来

的5所学校只剩1所， 让青山镇

这边的就学压力陡增。

他说，按要求，进城务工

农民工子女在长就读，要求其

父母在长务工一年以上、并有

劳务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等，

刘女士来长尚不到一年， 按规

定， 她女儿是不能在长沙就读

的。但他表示，很同情刘女士的

遭遇，可做特殊情况处理，岳麓

区各小学9月5日开始学生报

到，9月6日正式开学，刘女士可

在开学后的一周内和他联系，

“如果我们区内有空余的学

位，我们会尽量安排她女儿入

学的。”

本报8月26日讯 上周，本报

连续报道了11岁女孩吴霞被病

痛困扰8年，却乐观懂事、酷爱读

书的故事。在本报帮助下，霞霞

还得到了爱心企业和市民帮助

(详见本报8月19日-21日报道)。

今天上午，提前出院的霞霞拨通

了本报记者的电话，托记者代她

向所有好心人道谢。

“妈妈说最好的感谢方式就

是好好学习，请记者姐姐帮我转

告帮助过我的叔叔、阿姨，我一

定会努力学习的！”霞霞说，再过

一周学校就要开学了，可因为手

术延期很有可能会耽误上课，她

现在已提前在家自学下学期的

功课。

霞霞的母亲刘年平说，由于

霞霞体内发现了鸡蛋大的结石，

医生先前定下的可摆脱尿不湿

困扰的手术，要在结石手术完后

才能进行。 现在医院床位很紧，

霞霞只好提前出院回家休养。多

一次手术，不仅加重了霞霞一家

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小小的

霞霞又要接受一次手术的考验。

“孩子太懂事了， 有时候我真希

望能替她去受罪。” 刘年平也一

再委托记者向热心读者道谢，感

谢他们的爱心，给自己一家人带

来希望。

霞霞的结石手术可能在本

周末进行， 另一个大手术的时

间，则要根据她的身体恢复状况

来定。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谭兰香 汤如冰 廖明

发现丈夫有外遇，她毅然离婚带着女儿来长沙打工

有“故事”的单身妈妈

渴望实现两个心愿

8月24日，长沙市解放路，路边的井盖正在往外冒着浓浓的白烟，

我脑子里立马想起电影《活火熔城》里的一幕，难道长沙的地底下有

火山要爆发？

井盖旁有两个手拿工具、 穿着绿色工作服的某虫控公司工作人

员，我一问才弄清楚，原来他们正在做灭鼠灭虫的工作，使得井盖下

冒出了大量的白烟。 ■实习记者 王翀鹰 摄

女硕士找到好工作，办手续遇到大麻烦

谁动了我的学生档案

霞霞提前出院在家自学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9岁生日当天丧母、16岁独自出门打工、 婚后发现丈夫有

外遇毅然离婚，自己坚强地带大了女儿。

今年秋季，6岁半的女儿要读小学一年级了。眼看9月一天天逼近，可女儿就读的学

校还没联系好，来长沙务工的32岁单身妈妈———刘女士急坏了。

刘女士出生在桃江县农

村， 母亲在和父亲吵架后自杀

了， 那天刚好是她9岁的生日。

16岁那年， 父亲再婚做了上门

女婿，她就去了广东打工。19岁

那年， 她认识了前夫，“他是四

川人，比我大2岁，那时对我很

好，我加班，他会煮好夜宵送给

我。”刘女士24岁那年和他结婚

了。婚后两年，他们有了女儿馨

馨， 刘女士带着女儿住在父母

以前住的老房子里， 前夫仍在

广东打工，后来，她带着一岁半

的女儿去广东， 无意中发现丈

夫竟然有了外遇。

“那天，我抱着女儿哭着离

开他的住所时， 他竟拦都没拦

一下， 当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

了， 他一点都不在意我和女儿

的安全，这让我更寒心，最后决

定分手。”

尽管知道一个女人拉扯大

一个孩子不容易，离婚时，刘女

士还是主动承担了抚养女儿的

重担，“我自己从小没有母亲，

深知没有母亲的孩子有多可

怜，我不希望女儿也像我一样。

他(前夫)的经济状态很不好，对

女儿也不上心， 我有信心比他

更疼女儿。”

为了养家， 在女儿上幼儿

园时， 她把女儿托给父亲和继

母帮忙照顾，自己外出打工。但

今年，继母以孩子不听话为由，

多次催刘女士去接孩子。今年4

月， 她只好带着孩子来长沙打

工。自己找一份工作，把女儿安

顿在身边读书， 这是她来长沙

的两个心愿。

来长沙后，刘女士租住在长

沙岳麓区望城坡青山镇，在好友

的超市里帮忙， 因种种原因，目

前刘女士不得不重新找工作，擅

长缝纫、曾在玩具厂工作过的她

希望最好是能找一份能在租房

做的活做，“这样能照顾女儿。”

可是， 眼看小学快要开学

了，她不仅没找到工作，也无法

让女儿入学，“租房这边只有一

所青山中心小学， 但听说已经

超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岳麓区教育局：会尽量安排入学

快开学了，还没帮女儿联系好学校

离异后，她主动承担了抚养女儿的重担

■记者 陈月红

虚惊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