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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醉文

高考将至， 高三考生们普
遍出现紧张、 怀疑、 失眠等问
题。 5月9日， 省第二人民医院
的心理学教授张宏耕为考生开
出5剂 “良方 ”， 应对5个最容
易出现的心理问题。
问题一： 复习状态
松散， 心里着急
解决策略： 这个时期应该

回归基础知识和中低档题， 而
不是一味追求难题， 并且要学
会为自己打气。

每天早晨起床， 到阳台大
声喊：“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是最棒的！” 喊完就会觉得
自己充满斗志。 对理想的大学
目标要实际， 这样才能用最正
确的心态面对高考。
问题二： 考试时紧张，

总想去厕所
解决策略： 适度紧张能唤

起最好的应激状态， 建议不用
刻意追求不紧张， 尽量规律地
作息， 让自己通过温书、 做题
等复习状态慢慢平静下来。 专
注于眼前正在做的题， 每天都
有一个扎实的收获。

考试中可对自己进行暗
示： “放松， 一个题、 一个题
的完成 ” 。 如果还调整不好 ，
不妨深呼吸 ， 反复6次 。 这个
办法在临发卷和考场躯体紧张
时特别有效。 总想去厕所是焦
虑的躯体化表现， 该去厕所就
去， 不被躯体反应所困扰， 心
理困惑反倒不强烈了。

问题三： 看别人翻
卷子就着急

解决策略： 生活中常发生
这样的事， 你明知道这个人的
名字， 可见到此人时想不起来，
过一段时间又突然想起来了 ，
这是舌尖现象； 当问题百思不
得其解时， 去做其他的事， 过
一会灵感到来， 问题会马上得
到解决， 这是酝酿效应。

所以， 当在考场上遇到难
题的时候 ， 不妨做其他的题 ，
回过头再做难题。 别人翻卷子
不一定是做得快， 可能是不会
做才翻来翻去的 ， 要暗示自
己 ： “我不会的别人也不会 ，
别人不会的我可能会。”
问题四： 总有 “万一

涂错卡” 等杂念
解决策略： 担心涂错答题卡

的考生不在少数， 从心理学来
讲， 人都有一种预期焦虑。 考生
应积极暗示自己： “小心一些、
仔细一些就没有问题。” 并在实
际行动中解决这个担心， 比如每
一个大题完成后， 立马检查核对
一次， 这样就算涂错也能马上察
觉， 也能降低 “一定要预留10分
钟检查” 的焦虑心态。
问题五： 担心高考前

夜睡不好
解决策略 ： 建议顺其自

然， 不要刻意早上床， 到点该
睡了就躺在那里， 让自己浑身
放松， 什么都不想， 舒服地躺
着 ， 可以在考前一两个星期 ，
利用一些舒缓的音乐进行睡前
放松训练， 当你在这种放松环
境中， 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文

今年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南丁格
尔日”设立100周年。 5月5日，一项全国护
理工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近9成受访护
士表示劳动强度高或较高，压力大。 日前，
株洲 “最美护士 ”何遥被打后仍奋力救人
的感人事迹，再次引发全社会对护士群体
的关注。

5月8日召开的全省纪念“5·12”国际护
士节座谈会上，何遥和众多“白衣天使”们
一起，呼吁社会多份理解和信任。

加班是“家常便饭”
“近年来 ，群众的医疗需求呈现火山

爆发式增长。 ” 省护理学会副理事长、省
肿瘤医院副院长谌永毅说，护士即使加班
加点干， 还是难以满足群众的医疗需求。
据悉，该院2010年住院人数2万人次左右，
2011年达4万人次，几乎是成倍增长。

省儿童医院主任护师周月娥说，加班
是“家常便饭”，儿童护理最麻烦。 一片药
要分成10多份 ；留大小便标本，可能是几
天的等候。 打针就更不容易了，好话说了
一箩筐 ，穿刺好固定后 ，转个背 ，他动几
下，一个大包出来了，又得重来。 “8小时的
工作，10小时完成，那算是很不错了。 ”

护士们每天需要来回在病房走上百
遍，常常为了赶时间，她们都是一路小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护理部主任李乐之
表示 ，如能将她们每日的步数折算 ，估计
日均在5公里左右。

由于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医
护人员的工作必须“白加黑”。 湘雅二医院
护理部副主任赵丽萍告诉记者，该院去年
有10名护士晚夜班超过140个，最多的是胸
外监护室的康洁，169个晚夜班！ “这意味
着 ，一年365天 ，除了正常白班 ，还有一半
的夜晚是守在病人身边的。 ”赵丽萍说。 护
士照顾患者，却很少照顾到家庭。

焦虑、抑郁，
心理健康令人担忧

“护理工作与患者的生命息息相关，
每天都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 ”湘雅
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赵丽萍说。 高风险、
高强度的工作性质，容易导致护士焦虑。

除此之外，护士常常面对疾病与死亡
等负面情境，再加上当前医（护）患关系紧
张 ，护士容易产生易怒 、烦躁等各种负面
情绪，但面对患者，她们仍要保持微笑。 情
绪无法宣泄，容易导致抑郁。 有研究显示：
医务人员是抑郁症状的高发人群，护士抑
郁症状发生率为55.9%。

受伤每月发生，
医院专设“委屈奖”

与医生相比，护士与患者接触的时间
最多。 “目前医疗技术有局限性，但患者及
家属期望值过高，这使得一些对医疗效果
不满意的患者，将怨气转移到护士身上。 ”
株洲市二医院总护士长陈亚丽说，做护士
就一定要受得了委屈。

记者了解到，不少医院为此专门设立
了“委屈奖”或通报表扬的方式，鼓励护士
的忍辱负重精神。

除了忍受辱骂，一些特殊科室护士的
健康甚至受到威胁。 记者从省第二人民医
院（省脑科医院）采访发现，今年前4个月，
该院通报表扬了6位因受患者攻击而受伤
流血的精神科护士。 该院护理部副主任宋
小琴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 ，此类严重意外
身体攻击平均每月一起以上。 另外，一些
未导致人身伤害的攻击性行为也经常发
生，因过于平常而未对它进行专项记录。

2009年6月28日，重性精神病科女护士
梁小丽 ，为病人搽药时 ，突然受到男患者
拳头猛烈攻击， 导致整个头面部肿胀，右
边嘴角撕裂伤，手术缝了十几针。 2011年9
月，重性精神科男护士郭兵为患者喂早餐

时 ，患者突然将束缚带挥向他 ，带子上的
锁击中郭兵头顶部 ，顿时鲜血涌出 ，经诊
断为脑震荡。

“虽然如此，这些可敬可爱的‘白衣天
使’们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精神科
护理岗位工作了35年的主任护师王金爱
介绍 ， 精神科护士还需要承受社会的压
力 ，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偏见 ，常常延续
到精神科护士身上，精神科护士在婚姻上
常陷入困境。 同时，精神科护士上班必须
紧绷神经 ，防止患者自伤 、自杀 、互伤 、逃
跑 ，或对护理人员进行攻击 ，面临常人难
以想象的精神压力。

护理费10年未调，
劳动价值未得到体现

“临床护理服务价格偏低 ，不能反映
护理劳动价值，严重影响护士的工作积极
性。 ”国际护士节座谈会上，护士代表们一
致提议调整护理服务价格。

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高纪平也为“白
衣天使”感到“委屈”。 他介绍，我省护理费
用近10年未调整，护理服务是一项具有专
业性 、技术性 ，需要高度责任心的服务活
动。 一个患者特级护理需要4个护士，一天
费用不到200元， 平均每个护士的报酬远
远低于一名护工。 据悉，三级医院的收费
标准分别为：一级护理15元/天，二级护理
10元/天，三级护理8元/天。

记者了解到，2010年起全省开展 “优质
护理”服务，护理工作内容不断增加，打针、
发药、量血压、交待医嘱是最基本的‘活’，如
果是重症患者，还要帮病人翻身、喂饭、吸痰
等。 但与此对应的收费项目，却是空白。

“为危重病人洗头，要做大量的准备，
除了要承担风险，还要时刻关注患者的病
情变化。 ”陈亚丽坦言，这是一项很费力的
工作， 但收费只有5元，“按照现在的物价
水平 ，比洗头店还低得多 ，护士的价值没
有得到完全体现。 ”

谁来护理护士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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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5月 10日 讯 （记 者
王文隆） 还有一周就要开幕的
第七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
会， 长沙提供的展览有哪些看
点？ 中博会长沙组委会展览贸
易部负责人今天透露， 长沙的
展览围绕 “绿色发展 ”主题 ，集
中展现湖湘特色、两型特色。 同
时，“网上中博会” 网页中特设
的“长沙馆”已可点击浏览。

长沙市商务局负责人介绍，经
确认本次中博会全省参展企业
104家， 其中长沙市参展企业44
家，包括湘酒、湘茶、湘绣、花炮、
餐饮、机械设备、新能源企业等。

届时， 浏阳的花炮龙头企
业将展示新型环保花炮材料 ；
在展示产品的同时， 怡清源茶
业还组编了“常德丝弦”、“常德
渔鼓 ”、“黑玫瑰茶艺 ” 等新节
目； 沙坪天利湘绣则精挑细选
10余件国宝级湘绣、 馆藏珍品
在中博会上亮相。

本届中博会首创了“网上中
博会”，其中的“长沙馆”成为唯
一的市州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从“两型社会”、“园区风貌”、“优
势产业”、“长沙风采” 等多个角
度展示长沙文明开放、创新发展
的新形象。

网上“长沙馆”已可点击浏览

本 报 5月 10日 讯 （记 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陈妙琼） 今天
上午，作为第七届中博会指定用
车企业的广汽菲亚特，向中博会
交付了首批50台Freemont菲跃
汽车，用于接待中博会贵宾。 副
省长何报翔出席交接仪式，并分
别向广汽菲亚特、 湘窖酒业等8
家中博会合作企业授牌。

本届中博会已确认参会客
商 4000余人 ， 其中重点客商

1553人。 广汽菲亚特向中博会
免费提供200台菲跃，为参加大
会的重点客商提供会务接待服
务。

据中博会组委会介绍 ，本
届中博会已与8家企业展开积
极合作。 其中，作为中博会唯一
白酒供应商的湖南湘窖酒业有
限公司， 将向中博会提供接待
专用酒湘窖酒， 并亮相中博会
的湖南特色商品展区。

广汽菲亚特200台车免费服务

5招缓解高考心理压力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姚学文） 继
2011年长沙市芙蓉区试点城区义务教
育教师均衡配置后 ， 今年将在全省48
个县市区试点 ， 明年全面铺开 。 5月8
日 ， 省教育厅召开新闻通气会 ， 通报
了有关工作安排 。 《湖南省县域内义
务教育学校教师均衡配置指导意见 》
已经下发。

师资配置不均衡 ， 已成为制约区
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 。 省教
育厅人事处处长王玉清在新闻通气会
上表示 ， 为激发办学活力 ， 我省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的校长将实行任期制 ，

每届任期3至5年 ， 校长任期届满 ， 经
考核称职的可以连任 ， 在同一学校同
一职位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 其他
校级领导参照执行 。 同时 ， 教师实行
聘用 （任 ） 制 ， 由学校聘用 （任 ） 教
师， 教师在同一学校任教达到一定年
限后， 除特殊情况外， 必须进行交流。

通气会指出 ， 为推动城乡教师基
本均衡 ， 我省将建立新进教师重点向
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机制 。 同时
实施城镇学校教师农村任 （支 ） 教服
务期制度 ， 引导教师到农村学校 、 薄
弱学校任教 。 此外 ， 还将规定 ， 城镇

中小学教师评聘中 、 高级教师职务应
有农村学校服务经历 ， 服务时间不少
于1年； 农村学校教师评定为特级教师
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应服务5至8年
后方可流动 ； 城镇学校的特级教师和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 应定期到农
村学校服务。

为引导骨干教师向农村学校和薄
弱学校合理流动 ， 我省将在绩效工资
中设立农村教师专项津贴 ， 并逐步提
高津贴标准 ； 对长期在农村任教 、 表
现优秀的教师给予奖励 ， 对终身在农
村中小学任教的教师实行休假、 考察、

培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通气会还强调，要通过加大农村学

校教师周转房建设力度、完善教师均衡
配置激励机制、加强教师培训工作等多
项措施确保均衡配置工作的有序推进。
同时，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将义务教育学
校教师均衡配置工作纳入对县市区教
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范围，并突
出其在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此外，
还将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均衡配置状况
列入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省级
评估验收的核心指标，凡达不到规定要
求的，实行“一票否决”。

48县市区试点义务教育教师均衡配置
●实行校长任期制， 在同一学校连续任职不超两届●实行教师聘用制， 在同一学校任教达到年限后

一般需交流●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中高级教师应有农村学校服务经历●设立农村教师专项津贴

■健康话题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周晓鹏 王芬颖

郝瑞雪

突发险情
5月9日凌晨6时许 ， 天刚麻麻亮 ，

溆浦县低庄镇金风村五叉溪水库管护
员刘兴旺上坝巡查 。 刚跨出家门 ， 就
看到院子里从水库方向有水流了进来。
刘兴旺发现这水很浑浊 ， 不是大雨过
后道路积水 ， 便疾步走上水库 ， 查清
原因。

院子里的水来自后山水库灌溉渠
道 。 原本没水的渠道这天突然被洪水
充满 ， 而且溢了出来 。 渠道与水库排
水口接口处， 还冒出水桶大一股激流。
刘兴旺爬上去一看 ， 原本空空的水库
已被淹没5个放水环 ， 而且雨还在下 ，
水库水位不断上涨。

五叉溪水库建于1963年 ， 安全库
容为24.6万立方米。 今年， 县里已立项
对这个水库进行除险加固 。 5月8日22
时起 ， 受极端天气影响 ， 溆浦境内普
降大到暴雨 ， 尤其是五叉溪水库位于

安化暴雨带边缘 ， 12小时内库区降雨
量达到210毫米,水库水位暴涨， 放水低
涵管尾端破裂 。 如不及时处理 ， 会危
及水库安全 。 刘兴旺立即将情况向县
防指报告。

9时30分许， 县防指技术人员紧急
赶到现场勘查。 这时， 由于水位较高，
水库放水老涵管消力池墙板断裂。 面对
突发险情， 县防指果断决定， 紧急转移
水库下游金风村221人。 镇党委、 镇政
府组织全部镇干部 ， 赶到村里组织疏
散 。 镇政府还安排专人 ， 安抚群众情
绪。 村民刘丰池顾及家里财产， 擅自回
到家里， 被发现后， 镇政府安排3名干
部做工作， 把他转移出去。 村民刘生书
的妻子肢体瘫痪、 行动不便， 镇政府安
排专人把她背到学校。

科学调度
险情就是命令 。 5月9日下午 ， 怀

化市副市长王行水受市委 、 市政府主
要领导委托 ， 率市水利部门技术人员
赶到溆浦 ， 与溆浦县委书记李自成 、
县长李卫林， 在离水库不到100米的金
风村村民刘掌林家 ， 成立五叉溪水库
除险保安应急指挥部 ， 制订了切实可
行的工作方案， 将责任明确到人。

夜深 ， 金风村却没有平静 。 低庄
镇党委书记张斌召集金风村邻近8个村
的党支部书记， 调配人员抢险 。 待命
在家的低庄镇牌子田村村民刘蜜生等
63位村民， 扛着锄头、 铁锹和编织袋，
迅速投入护堤战斗 。 不远处的溢洪道
开挖现场灯火通明， 施工人员分成3个
组， 轮流上阵排险。

险情牵动各级领导的心 。 省防指
高度重视 ， 紧急会商研究对策 ， 并派
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抢险。 5月10日凌晨
4时30分， 国家防总工作组抵达五叉溪
水库现场， 要求采取堵上游、 压下游、

降低溢洪道等应急措施除险。

干群一心
5月10日清晨5时，远山开始出现亮

光，五叉溪水库抢险现场依然忙碌。
“同志们，加把劲啊！ 护堤越垒越结

实了！ ”上午7时，在排水口垮塌护堤抢
险现场， 低庄镇镇长朱辉拿着喊话器，
在抢险队员加油鼓劲。 他说，为了应急
抢险，镇里80多名干部全都上了一线。

五叉溪水库除险保安应急指挥部
里，不时有从水库抢险回来“换岗”的队
员。 经一夜劳累，他们倒头就睡。

五叉溪水库除险保安大会战，共抽调
300余人，把2台大型水泵、4台风炮机、2台
挖机运到水库坝上， 准备沙袋3000个、石
料60立方米、棉被200床、木材10立方米。

5月10日18时，水库蓄水位已下降4
米， 涵管出口冲沟处已采用沙袋护坡，
加固7米，险情排除。 库区下游群众已全
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未发生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晚上8时， 记者发稿时， 加固工程
仍在进行。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杰 ）
“高书记撑船12个小时 ， 帮
助1000余名市民回家， 还不
收一分钱， 真是活雷锋。” 5
月10日， 与记者谈起麻阳尧
里社区党支部书记高千顺 ，
县城建设北路居民滕碧凤称
赞不已。

5月9日， 麻阳普降特大
暴雨。 上午10时开始， 洪水
涌入县城， 城北三分之二区
域进水 ， 洪水最深处达 2.3
米， 2万多群众受困。 这时，
城郊一些村民将船只 “开
进” 县城为市民摆渡， 每人
收取5至10元摆渡费 。 见此

情景， 高千顺撑起一只铁皮
船 ， 在建设北路 、 人民路 、
新华路等进水较深地段， 义
务接送刚放学的学生与过往
市民。

居住在人民路的高千顺
家由于地势低， 一楼被洪水
淹没， 摩托车、 电冰箱都泡
在了水里。 妻子打来电话要
他回家搬运， 但他想到还有
很多市民出行不便， 便叫妻
子找亲戚帮忙， 自己继续义
务接送市民， 中午也只吃了
一碗米粉充饥。

晚上10时多， 高千顺已
连续12个小时为市民撑船 ，
帮助上1000名群众出行。

激战五叉溪

护理事业迎来
发展大好时机

护理人员将
继续保持
高增长态势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段涵敏）
5月8日，省卫生厅举行纪念“5·
12”国际护士节100周年暨学习
何遥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 ，省
会各大医院的护士代表、 护理
部主任和院长齐聚一堂， 探讨
护理事业的机遇和发展。

今年5月12日是国际护士
节“南丁格尔日”设立100周年。
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高纪平介
绍， 自2010年初卫生部启动开
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
以来， 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围绕改革护理管理、 加强临床
护理、 构建科学合理的护士绩
效考核与激励机制等核心内
容，转变服务理念，科学配置人
力资源， 全省护士总数从2010
初的91683名增加到2011年底
的140568名， 近两年的时间增
长48845名 ， 增长幅度达53%。
“护理人力仍然不足，预计未来
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高纪平
透露，将加大护理人员投入，逐
步达到普通病房床护比为 1 ∶
0.6。

省护理学会副理事长 、省
肿瘤医院副院长谌永毅介绍 ，
护理事业迎来发展大好时机 ，
我国首次将护理专业纳入国家
重点学科建设， 护理将向更高
水平的专科护理发展。 该院今
年计划引进护士103人。

本 报 5月 10日 讯 （记 者
李 光华 通讯员 王尔希 ）5月6
日，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大楼骤然冒起浓烟， 几辆消防
车迅速赶到现场，消防水枪、消
防云梯等纷纷就位， 一群学生
正按消防官兵和老师的指挥疏
散。 这是湖南科技大学与湘潭
市雨湖区消防大队联合举办的
消防演练活动。

从2009年起， 湖南科大与
消防部门联合进行消防安全教
育 ，逐步形成了 “三位一体 ”的
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 除学校

坚持做到教育过程连续化 、教
育内容系统化、 教育形式多样
化、教育管理精细化、安全实践
平台化以外，学校还与消防、公
安等部门建立了对大学生进行
安全教育的常态机制。 学校还
通过召开家长座谈会和建立飞
信、QQ、网络平台等形式，让家
长对症下药对学生进行教育。

坚持家庭、学校、社会“三位
一体”的安全教育，使该校连续3
年来未发生一例学生非正常死
亡事件，校园未发生一例重大交
通、火灾、刑事案件。

湖南科大安全教育保平安

连续12小时穿梭洪水中

高千顺义务撑船
送千人回家

5月10日，学生在进行“紧急撤离”。 当天，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白沙花园社区联合赤岭路小
学，举行消防安全疏散演练，提高居民避险、自救、互救等应急防护能力。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 报 5月 10日 讯 （记 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晏琼） 新办单
店经营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
专业市场， 开张前三年， 按照
实际缴纳税收的100%返还资金
支持 ； 第四年和第五年 ， 按
50%返还资金支持 。 其余规模
的 ， 也都有相应的支持 。 4月
底，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举
办的首届第三产业招商会， 公
布了吸引商家投资该基地发展

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 招商会
吸收了70余家来自全国的大型
品牌商贸企业代表参加。

经过近14年发展， 长沙国
家生物产业基地已聚集160多
家工业企业 、 6万余人 ， 基地
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滞后的城市
功能配套设施之间的矛盾日益
突出。 为缓解这一矛盾， 该基
地决定出台系列优惠政策， 扶
持发展第三产业。

上市场前3年税收全返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鼓励发展三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