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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高新区
创建创新型特色园区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张彦）22日，记

者从株洲高新区获悉，该区创新型特色园区建设方案已获
国家科技部批复， 将正式开展创新型特色园区建设工作。
据悉， 全国获批建设创新型特色园区的高新区共有10家，
我省仅株洲高新区一家。

2011年， 株洲高新区提出创建国家创新型特色园区的
设想。根据创建方案，未来5至10年，该区轨道交通、航空、汽
车3大产业将分别成为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

综合3２０13年3月25日 星期一

本报记者 唐爱平

3月18日中午12时多，记者来到
省人民医院产科住院部。

尽管有预约，但推开病房门的一
瞬间， 记者还是感到有点过意不去，
房间里正忙着：月嫂黄彬彬一手扶着
小宝宝的头，另一只手则帮着产妇做
通乳按摩； 出生3天的小宝宝扎在妈
妈怀里专心吃奶，不时哼两声。产妇
邓女士躺在床上，见到记者便说，“多
亏月嫂来了， 宝宝终于吃上奶了，要
不然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年过40的邓女士中年得子，一家
人欢天喜地。不过，小宝宝的降生，也
让一家人手忙脚乱。因为妈妈的乳腺
不通，奶水出不来，小宝宝饿得直叫。
护士们忙得脚不点地，嘱咐了一些注
意事项后，也顾不上这么多。几天来，
宝宝的爸爸、奶奶、姑姑3个人忙得团
团转，却总是不得要领。

“开始我婆婆不是很理解，家里
有这么多人了， 干嘛还要花那么多
钱请个月嫂。”邓女士快言快语，“可
是我想，婆婆和我妈都70多岁了，累
倒了可就麻烦了；老公又没几天假，
小姑子总得有自己的事吧， 还是请
个人省心。”

黄彬彬一来， 她专业的按摩手
法和通俗易懂的婴儿产妇护理知识,
立刻让邓女士的婆婆和老公信服

了。“这不，一家人都放心地回去了，
我老公熬了两个通宵， 终于可以放
心回去睡觉了。”

41岁的黄彬彬来自平江农村，
黑色的裙衫毛衣，干净利落。2007年
入行的她，在这一行已干了6年。

“我们歇一会啊。”说话间，黄彬
彬把宝宝从妈妈怀里抱开，放到婴儿
床上，宝宝好像意犹未尽，张着嘴左
右探寻。刚刚腾出手来的黄彬彬用一
个搪瓷缸接了点热水，把一瓶口服液
放在热水里温着；“这是退黄疸的中
药。放在热水中温一会，这样宝宝喝
着就不会凉了。”黄彬彬告诉记者。过
了一会，她抱起宝宝，把口服液倒进
一个小勺， 一边笑意盈盈地逗着宝
宝，一边给宝宝喂药，口中还念念有
词：“好不好喝呀？哎，对了，咽下去，
我们要好好合作哦。”喂了两三口，宝
宝开始打嗝，黄彬彬把宝宝的头稍稍
抬高一点， 一手在背部轻轻拍着。一
边拍，一边跟记者拉家常。

闲聊中，记者得知，月嫂的职责就
是专心照顾婴儿、产妇，给孩子洗澡、
按摩、科学喂养、护理脐带等；为产妇
擦洗身体、洗衣服、观察伤口情况等。
晚上给孩子喂奶喂水或换尿布。

“我们是24小时服务，不管是白
天还是晚上，婴儿哭声一响，就得马
上起来查看， 基本上一个晚上得起
来三四次。 一个晚上睡三四个小时

是常有的事。”
黄彬彬告诉记者， 苦还算不了

什么， 最难办的事就是跟雇主之间
的沟通。“要是遇到挑剔的雇主，那
一个月可真是难熬。但是，不管怎么
难， 我一想着拿人家4000多块钱一
个月， 就得要对得起这个工钱。”黄
彬彬说。

黄彬彬目前是湘雅艾佳人月嫂
中心的服务人员。 该中心负责人吴
宁告诉记者，在一些雇主家里，老人
和年轻夫妇往往在育儿方式上意见
不合， 有时哪种做法不合其中一方
的心意，受气的往往就是月嫂了。

“有些人就是看到月嫂工资高，
以为考个证就可以做月嫂了。 哪有
那么容易？连续26天，每天24小时，
脑子里时时刻刻绷着一根弦， 这个
钱真不是那么好挣的。”吴宁说。

吴宁向记者介绍，其实，月嫂的
工资待遇， 也并不是外面传的高得
那么离谱。目前，长沙月嫂的待遇分
为6个等级： 一星级的月嫂一个月
2980元，六星级的为5580元。要成为
六星级月嫂，要具备近4年实际工作
经验， 安全看护一定数量
的婴儿。此外，还要定期参
加专业培训， 取得劳动部
门颁发的相关资格证书
等。同时，雇主的口碑也是
月嫂评级的重要标准。

■记者感言

高薪背后是高付出
唐爱平

大学毕业生也才2000元左右的
起薪， 月嫂每个月工资动辄四五千
元。很多人想弄明白 ：一个月嫂 ，为
啥那么贵？

月嫂是个拼体力的辛苦活儿 ，
让人羡慕的高薪背后， 是体力精力
的极大付出。全天候24小时服务，为
了能随时起来照顾孩子， 有的月嫂
晚上睡觉都不脱外套；同时，月嫂还
是集保姆、护士 、厨师 、育婴师等多
种角色于一身的职业， 这样多的要
求，一般人胜任不了；能胜任的也难
以坚持下去。 月嫂高薪也就不足为
奇了。

对正在寻找工作的求职者而
言，既想挣得多 ，又想工作轻松 ，这
种“好事”几乎难找 。高收入背后必
定是超常的付出。

萧思林 王玖华 李剑

3月24日，小梦茹安静地躺在保暖
箱里， 脸色红润， 呼吸有力。4个多月
前，这个离预产期还有3个月、体重仅
830克的早产袖珍婴儿， 生命岌岌可
危。是娄底市娄星区人民医院（妇幼保
健院）新生儿科的医生护士，一次又一
次，将她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抢救，争分夺秒
2012年11月8日清晨，一位医生

抱着一个浑身青紫、 只有巴掌大的
早产袖珍婴儿， 急促地来到娄星区
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小孩父亲边哭
边喊：“快救救我的孩子。”小梦茹是
新化县人民医院转来的。

娄星区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贺
军民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女婴名叫刘梦茹，转来时，奄奄
一息，情况十分危急。新生儿科主任
易赛君火速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
救，吸氧、吸痰、心电监护生命体征、
血氧饱和度监测、静脉输液、早产儿
保温保暖、 完善辅助检查……整个
急救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但孩

子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心电监护机
显示的血氧饱和度迅速下降。

“快，准备插管，准备呼吸机。”
易赛君迅速准确地进行气管插管，
接好呼吸机。 紧张的心情还没有缓
解，负责心电监护的护士小梁急呼：
“不好，孩子的心率慢了。”

“胸外心脏挤压” ……10秒、1
分、3分，在揪心的抢救中，小梦茹终
于有了富有节奏的呼吸声和趋于平
稳的生命体征。

“小梦茹胎龄期超短， 体重超
低，免疫力极差，加之胃部未发育完
善，没有吸吮能力，仅能给0.1毫升
早产奶鼻饲。 她的生命仍存在着极
大的威胁……” 参与抢救工作的向
伟医生向我们介绍道。

11月9日，头颅CT显示小梦茹的
蛛网膜下腔大量出血，医生用小剂量
的鲁米那控制出血。5天后，复查头颅
CT显示出血症状已基本消失。

11月29日，白细胞1000，血小
板23、血红蛋白仅78克，小梦茹呈现
严重的败血症和重度败血。

12月14日，小梦茹开始腹胀、血
便、肤色苍白、出现坏死性小结肠炎
的征兆，还出现了再度严重贫血。

经过救治， 小梦茹一次又一次
转危为安。

大爱，呵护生命
经过4个多月的治疗和护理，转

院时体重仅830克的小梦茹长到了
3.4公斤。

“小脸胖了，体重长了，会吸奶
了， 还会笑了。” 护士小王笑着说：

“我们每天一上班， 都会去看一看，
问一问，抱一抱，亲一亲，分享小梦
茹康复的快乐和喜悦。”

医院办公室的刘嘉一， 愉快地
回忆过春节的情景。今年2月9日，小
梦茹在新生儿科这个特殊的温暖大

家庭里，度过了第一个春节。护士们
送来了“红包”和小玩具，祝福她快
乐、健康地成长。小梦茹出院的日子
越来越近，大家都舍不得她。

小梦茹的父亲在外打工， 还有
个1岁多的姐姐。一家人居住在新化
县西河镇大市乡新田村一栋破旧的
土砖房里，家境艰难。为给小梦茹治
病，医疗费用达10多万元。父母借贷
4万元，还有6万多元无力偿还。

娄星区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护
理小梦茹的同时， 动员全院医务人
员和社会爱心人士捐款， 现已收到
善款5万多元。医院还免掉了一部分
医疗费用。

娄星区卫生局党组书记兼娄星
区人民医院院长易军波说：“这一
切， 都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分内之
举。”

人间自有真情在。 小梦茹是不
幸的，更是幸运的。

本报 3月 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治国）今天上午9时30分，岳
阳市岳阳楼区枫树村易家组一居民住
房起火。岳阳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官兵
激战30分钟，成功将火扑灭；救出被困
居民8人，无一人
受伤。

起火民房共
有3层，火舌夹杂
着浓烟不断从2
楼窗户蹿出。消
防指挥员立即将
战斗人员分成内
攻和搜救2个小

组， 内攻小组在楼下使用两支水枪，从
门口对火势进行打压；搜救小组在水枪
手掩护下强行冲进火场仔细搜索， 在2
楼的最后一个房间， 发现了8名被困人
员，迅速带他们撤离到了安全地带。

■当“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春季招工与就业探访

黄彬彬：月嫂一天到晚绷着弦

幸运的小梦茹

本报 3月 2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秦璐）年轻的妈妈因忽视结核病
治疗，不幸被夺走生命。她的结核病感染
了刚出生的儿子。 记者今天在长沙市肺
科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胸科中心）看到
了4个月大的强强。幸好救治及时，强强
的病情得到控制，即将出院。预计经过1
年左右门诊治疗，强强就能治愈。

2月20日，来自攸县的吴平顺（化
名） 抱着一直发烧咳嗽的宝宝来到医
院。经检查发现，强强患上了肺结核。强
强的妈妈王喜（化名）生下强强就去世
了，病因也是肺结核。

吴平顺介绍，妻子是2011年8月被
诊断为肺结核。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后，病情得到控制，但王喜并没有按照

医嘱继续服药治疗。2012年怀孕期间，
她出现咳嗽、出汗不止、偶尔气促等症
状，决定等宝宝出生后再去治疗。不幸
的是，王喜病情急剧恶化，在当地医院
紧急剖宫产生下强强后去世。

长沙市肺科医院四病室主任、 主任
医师李爱美提醒， 结核病对女性妊娠影
响非常大， 已婚妇女在患活动性肺结核
病期间不应怀孕， 怀孕对孕妇和胎儿均
不利。一般结核病治愈率达80%至90%，
但结核病治疗期长， 很多患者误认为病
情控制就是治愈， 自行停药这一举动影
响治疗效果，甚至危及生命。但只要坚持
治疗，在结核病治愈，停服抗结核药3个
月以上，确认身体恢复健康时，是可以在
医生的监护下妊娠，生出健康宝宝的。

年轻妈妈患肺结核去世

被感染宝宝获及时救治

本报 3月 24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许英）记者从省文明办、省工商
局22日联合召开的全省文明集市、诚信
市场创建工作会议上获悉，我省今年全
面推进文明集市建设，以促进农村和城
市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据省工商局局长李金冬介绍，近年
来，我省在推进文明集市建设方面做了
大量基础性工作，目前全省集市软硬件
都有了很大改善，有关部门也建立了创

建文明集市联席会议制度，各市州开展
了文明集市试点，重点抓了25个示范市
场的文明建设。今年文明集市创建活动
突出3个重点，一是要实现基础设施、环
境卫生、整体秩序的重大改善；二是规
范服务， 增强服务诚信和服务质量；三
是在传播先进思想、 普及科学知识、引
领文明风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文
明集市建设，使我省农村乡镇和城市社
区的文明水平大幅提高。

我省部署全面推进文明集市建设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江艳松 曹杰）“我没有了土地， 参加了
政府开办的技能培训班，由农民变成了
一技之长的工人， 找到了工作， 很高
兴。”3月22日， 在湘潭高新区双马街道
的失地农民专场招聘会上，该街道国强
村村民郭运强一脸灿烂的笑容。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大，城市郊
区的双马街道17个村（场）社区共6800
多名村民成为失地农民。如何让失地农
民生活更好？ 该街道采取了多项措施：
一是举办了多期会计、 家政等培训班，
培训失地农民800余人；二是与企业联

络进行了定向技能培训，推荐就业500
余人；三是举办了多期街道失地农民创
业培训班，并开辟了100多个公益性岗
位，重点选择辖区范围内就业困难的失
地农民。四是每个季度定期召开失地农
民专场招聘会，对每名正式签订劳动就
业合同的失地农民给予50元奖励，工
作半年后给予500元奖励。

在22日的失地农民专场招聘会上,
90多家用工单位提供了2000多个就业
岗位， 吸引了近3000名辖区内被征地
农民前来求职，近600名失地农民找到
了工作岗位。

刚失地 就上岗

湘潭双马街道600农民华丽转身

本报 3月 2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梁文科） 颜向军是娄底城区一
名普通的环卫职工，3月23日，却接到了
娄底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尹华凯亲
手颁发的娄底市公安队伍警风警纪特
邀监督员聘书。像她一样，这一天共有
34名监督员获聘。当天，娄底市公安局
党委及各支队的负责同志还认真听取
了各位监督员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并将一一对照核办。

娄底市公安系统聘请特邀监督员

制度始于2004年， 至今已聘请了5批。
公安局党委赋予监督员全天候监督公
安工作的权力。 对监督员反映的问题，
市局纪委一一登记在案，并做到件件有
结果，事事有回音。广大监督员为公安
队伍建设出力献策，既与人为善，又直
言不讳， 得到公安民警的接受和理解。
同时，以社会监督为镜子，公安队伍自
觉改正作风，民警违纪违规现象逐年下
降。仅2012年，民警违纪现象就同比下
降了15%。

娄底公安以民为镜
监督员制度10年不辍

岳阳楼区一民居起火

岳阳消防救出被困群众8人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彭彭）今天，
2013年“城乡少年手拉手，爱心结对助
学行”正式启动。在去年“爱心结对”取
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之上，长沙团市委和
长沙市青基会将此项活动继续推进，使
活动从个人爱心结对升级到学校与学
校之间的爱心结对。 在此次活动上，天
心区湘府英才小学和长沙县干杉镇纠
田小学结成了爱心学校。

结成爱心学校的双方将会由校方
建立爱心档案，并通过校方主导将爱心
交流活动长效化。长沙市青基会理事长
羊舒麟表示，从个人结对升级到学校结
对，能够让更多孩子系统地参与到爱心
活动中来。

随着此项爱心活动的升级，在去年每
区（县）25个名额的基础之上， 今年每区
（县）的帮扶名额亦随之增加到了30个。湘
府英才小学四（1）班的周雨萌为了这次特
别的“约会”，为她结对的小伙伴盛强挑选
了文具盒、铅笔和作业本。盛强没有钱买
礼物，自己亲手制作了卡片，还在上面写
下“谢谢你，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长沙结对助学升级

“楼梯加固和拆除违章搭建后，生活更方便、更阳光了。”3月21日，居民段娭毑高兴地告诉前来回访的执
法中队民警和城市协管员。最近，长沙市韭菜园城管办启动城管“直通车”活动，帮助驻街单位、门店和居民
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3月 24日

第 2013076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16 1000 41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924 160 147840

1 4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3月24日 第2013033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42241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4
二等奖 56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355031
11 413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539
154469
2272792
10461193

105
4777
75937
357283

3000
200
10
5

0113 17 19 28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