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苹）“位于岳阳市泰格林纸
集团芦苇堆场的28个堆垛突然起火燃
烧，情况十分危急，请求立即支援。 ”今
天上午，省公安消防总队全勤指挥部，
5个市的消防支队，56台消防车辆，500
多名消防官兵， 在岳阳举行跨区域灭
火救援综合演习。

据了解，在环洞庭湖区域的岳阳、
常德、益阳等地，芦苇堆垛存放量已达
到高峰期，极易引发火灾，扑救难度相
当大。 此次演习以芦苇堆火灾为重点，
是近年来全省消防部队最大的一次远
距离跨区域灭火救援演习。

上午10时， 泰格林纸集团芦苇
堆场因工作人员大意，引发“火灾”，
火势燃烧猛烈。 该集团消防安保人
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专职消防队
立即出动，就近占据水源出水灭火，
并向岳阳消防支队报警。 岳阳消防
官兵到达现场后，发现火势较大，急
需增援，长沙、株洲、湘潭、益阳4地
的消防车辆和官兵， 火速赶往岳阳
战场增援，综合运用静中通指挥车、
举高喷射消防车、水罐消防车、移动
炮等设备设施迅速扑救“火灾”，经
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作战，终于将大
火扑灭。

◎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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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廖学文）为期6天的长沙市初
中毕业生英语口语和理科实验插标
考查，今天上午在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拉开帷幕。 这标志该市初中毕业生综
合素质测评开始。

据长沙市教育局新闻发言人、副
局长缪雅琴介绍，对初中毕业生开展
综合素质评定，是该市中考中招政策
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针对以往将中考成绩作为高中
新生录取唯一依据的情况，长沙市近
年来推行中考文化成绩等第制度（中

考成绩不再以分数形式体现，而是以
A、B、C、D的等第出现）， 有意模糊同
一等级之间的差异，为综合素质的发
展状况等测评指标腾出空间。 同时，
实施毕业生综合素质评定，并将评定
结果与中考文化成绩等第一起作为
高中新生录取依据，即高中在进行新
生录取时，不再只划定文化成绩等第
线，还要划定综合素质等第线。 比如，
四大名校，通常录取线是文化成绩等
第为6A、综合素质等第为4A等。

综合素质评定包括道德品质与公
民素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审美与表

现能力等4个方面，即最好成绩为4A。
综合素质评定实行全市统一插

标与学校自行组织考查相结合的办
法进行。 统一插标，主要是确定各个
学校毕业生获评各类等第的比例，具
体到每个毕业生的评定等第，则由学
校自行组织。

“英语口语和理科实验插标考查
的结果，将决定学生学习能力、实践
能力等两项等第评定的比例。 ”缪雅
琴说,“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和审美能
力等第评定比例，则要通过检查其原
始依据， 考查插标学生的平时表现，

比如学生手册、获奖情况、作品等。 ”
英语口语插标是每个学校随机抽

查50人， 理科实验则每个学校抽查54
人。 英语口语考查包括1分钟自由展
示、朗读小短文、对话，话题交谈等。 口
语朗读材料的难度相当于初二年级教
材与初三年级教材（上册）的难度，话
题为初中教材所要求掌握的话题。

理科实验考查内容为初中阶段
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教材中的学生
实验， 着重考查学生的动手操作、独
立设计、记录和归纳以及书面表达能
力等等。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黄生红 曹元利

贺遵庆：民生是责任，民情是
命令，民忧是方向，民乐是目标。

“民生是责任，民情是命令，民
忧是方向，民乐是目标。 ”近日，记
者采访临武县县长贺遵庆时，他侃
侃而谈，“所有的发展都应以人为
本，以老百姓是否受益、是否幸福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临武县位居我省南部，地处南岭
山脉东段北麓， 总面积1375.24平方
公里， 总人口38万。 贺遵庆介绍，县
委、县政府把项目大建设、环境大改
善作为民生工作重点， 在基础建设、
产业建设、平台建设上狠下功夫。 去
年， 安排重点项目100个， 总投资
293.6亿元， 年内完成投资32.4亿元，
是临武县历年来安排项目最多、涉及

领域最广、投资总额最大的一年。 特
别是交通建设， 全年累计完成投资
14.33亿元。 目前，临嘉公路已竣工，
衡武高速、 临连公路将在今年通车，
临佛高速前期工作扎实推进，100%
的乡镇和99%的行政村通了水泥路，
一个对外大畅通、对内大循环的交通
格局初步形成。

同时，临武县围绕“利民居、
保民安、惠民生”主题，大力实施
“民生100工程”，全力构建和谐社
会。 县里全面实施绿城攻坚、通道
绿化、水系绿化、村镇绿化、荒山
绿化和矿山复绿6大绿化工程，完
成造林7.96万亩。 并扎实开展湘江
源头、 珠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
实施了三十六湾香花岭矿区重金
属综合治理一期工程和三十六湾
塘官铺矿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
取得显著成效。

“民生是执政之基，容不得丝毫
马虎。 ”贺遵庆告诉我们，临武县坚
持把“民生”放在首位，尽最大力量
解决民众所需所盼。 群众反映城区
教育学位紧张， 县里投资1.3亿元扩
建学校，使县三中新增学位4000多
个；百姓对城区医院病床少、环境差
有意见，县里投资2亿元，对人民医
院、中医院进行搬迁、扩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 ”贺遵庆说，只要时刻将百姓需
求放在心上， 扎实为群众办实事，
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
持。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陶艳） “太令人感动：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附属二医院博士生导师欧阳副院长带着
氧气给病人看病。” 近日， 一张戴着呼吸
机氧气面罩的老人给病人开药方的图片
在微博上流传， 引起广泛关注。 今天，
记者在医院的内科病房见到了照片里的
当事人： 省中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 著名皮肤科专家、 博士生
导师———74岁的欧阳恒教授。

在病床上看病， 这其实并不是欧老
的第一次。 2011年， 身体一直不好的欧
阳恒因为严重的肺气肿住进了医院。 经
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调养， 病情才有所减
轻。 刚刚出院， 他马上就回到了诊室工
作。 仅仅几个月之后， 欧阳恒再次病倒，
病情加重， 只能依靠呼吸机来维持呼
吸。

由于名气太大，他的病房里，来来往
往的除了探病的亲朋， 还有寻医的病人。
慕名而来的患者让欧阳恒的朋友家人头
疼不已。“他连说话都困难，只能靠手写来

交流，给人看病肯定会影响他休息。 ”省中
医院中医皮肤科副主任向丽萍介绍，目前
欧教授的身体状况， 并不适合接诊病患。
但是欧阳恒总是不忍心拒绝那些上门来
的病人， 他总是说：“别人大老远专门跑
来，不能让人家白跑。 ”

省中医院院长肖四旺介绍， 欧阳恒
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皮肤病专家， 湖南省
名老中医， 国家老中医药专家第2-4批学
术继承指导老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尽管他曾当过多年的医院院长， 但为人
处世特别平易近人、 谦逊谨慎， 经他治
愈的病人遍及全国各地， 学生更是遍布
全球各地。

“欧老是个特别‘较真’ 的人！” 肖
四旺说， “过年期间， 欧老发了一条祝
福信息。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 他又发来
一条短信道歉。” 原来， 欧老不小心将天
之骄子， 写成了天之“娇” 子。 为了使
用医院电子病历给病人看病， 一辈子没
摸过电脑的欧老， 硬是学会了用五笔输
入法打字。

本报 4月 1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李奇）
今天， 省儿童应急救治专家组
成立， 并在省儿童医院举行儿
童应急救治培训， 全省180多
名儿科医生参加。 该专家组组
长、 省儿童医院院长祝益民表
示， 专家组将集中全省儿科应
急救治优势资源， 全面建设我
省儿童救治网络， 指导全省儿
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当前专
家组将面临的主要工作之一，
就是一旦出现儿童感染H7N9
禽流感病例如何救治。

据悉， 16名专家组成员均
为湘雅医院、 湘雅二医院、 湘
雅三医院、 省儿童医院、 省人
民医院等医院的儿科负责人。
“尽管我省尚未出现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但作为省
级定点救治医院， 医院已成立
了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做好了
防控应急预案。” 祝益民透露，

医院目前实行传染病预检、 分
诊制度， 设立预检分诊点， 凡
体温在38度以上伴有呼吸道症
状的病人询问流行病学史。

2005年， 省儿童医院曾成
功治愈我国首例确诊人感染
H5N1禽流感患儿， 祝益民介
绍，H5N1和H7N9都是禽流感
病毒，治疗上有一定相似性，关
键是要早发现。 他提醒，春季是
传染病高发季节，特别是麻疹、
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呈上
升态势，这些疾病与H7N9禽流
感疾病有一个共同症状———发
热，不同的是，麻疹患者发热几
天后会在全身出现皮疹， 手足
口患儿也出现皮疹， 但主要集
中在手、足、口三个部位，因此
相对容易鉴别。甲型H1N1流感
和H7N9禽流感，则需要专业检
测才能确诊。 但无论怎样，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对救治将
起到重要作用。

本报 4月 1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雨滋） 不少
人认为人老了， 有一些颤动、
走路不稳、 动作慢和僵硬都是
正常的， 其实这有可能是患上
了帕金森病。 4月11日是世界
帕金森病日， 省脑科医院于10
日举行病友会和义诊活动， 呼
吁人们正确认识帕金森病， 帕
金森病并非老年人“专利”，
全国有一半以上病人没有就
诊。

省脑科医院院长谭李红教
授介绍，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
人发病率超过1%。 从近年发病
及就诊的患者年龄来看， 正呈
现低龄化趋势， “青少年型帕
金森病” 患者占据总患病人数
的10%， 帕金森病的发病高峰
人群由55岁以上提前到了50岁
以上。 而且30至40岁的患者也
并不少见， 该院收治过最年轻
的帕金森病人是一位26岁的李

姓患者， 其患病时年仅14岁。
“由于人们认识不足， 这

种病很容易被误诊漏诊。” 该
院神经外科大科主任黄红星提
醒， 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手脚震
颤， 或动作僵硬， 或行动迟
缓， 建议及早就诊。 他介绍，
该病与年龄老化、 遗传、 环境
毒素 （工农业污染、 室内装修
污染、 手机、 电脑辐射可能致
病） 的接触等综合因素有关。
目前医学上还没有特别好的办
法预防， 但多运动、 多用脑、
乐观向上肯定是有益处的。

据介绍， 在帕金森病的早
期， 药物可以很好的改善症
状， 不过， 经过3至5年的药物
治疗之后， 病情会变得难以控
制。 这时， 就可考虑采用外科
治 疗———“脑 深 部 电 刺 激
（DBS） 术 ” ， 俗称“脑起搏
器”， 可以控制80%左右的症
状。

长沙市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定启幕
英语口语和理科实验插标考查11日开始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民乐是目标”
———访临武县县长贺遵庆

我省成立省儿童
应急救治专家组
举行儿童应急救治培训

74岁的他，
戴着呼吸机给病人看病

微博热传名老中医欧阳恒病床接诊照片

远距离跨区域灭火救援演习
5市消防官兵扑救芦苇堆“火灾”

帕金森病
并非老年人“专利”

一半以上病人未就诊

(上接1版③)
早在谋划拓展海外市场之时，全球责

任理念就已经在集团上下成为共识。 集团
坚持“高端运作、规划引领、合作共赢、做精
做实”的海外经营方针。 在斯里兰卡、加纳
等市场，坚持合作共赢、因势利导，由相互
竞争转向抱团竞合， 由管理创新转向效益
突破， 实施属地化经营， 开创了高端的
EPC+F（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加融资）

承包模式，海外事业获得高速增长，国际市
场竞争能力不断增强。 集团先后成立了东
非公司、西非公司、斯里兰卡公司，通过建
立永久性基地，大胆使用当地雇员，积极与
当地有实力、有信誉的分包商、供应商和劳
务公司寻求合作， 为集团延伸国际化经营
产业链奠定了基础。

此外， 该集团积极承接工程设计、
勘察、咨询、建造、运营、融资一体化项

目， 提升海外事业运作的综合能力；先
后承接了斯里兰卡污水处理融资总包
项目、尼日尔垃圾回收填埋融资总包项
目、 阿尔及利亚公共住房融资总包项
目、尼泊尔公路等项目，完善“指挥所前
移，EPC+F、出口买方信贷”等多元化发
展模式，高端运作大市场、大业主、大项
目， 使施工经营与资本运营有效结合，
保证了稳定的海外市场回报。

（紧接1版④）不仅如此，打开新化西大门的
新溆高速公路和沪昆高铁客运专线正在
建设之中，有望2014年通车；规划建设中
的龙武高速将梅山龙宫、大熊山、紫鹊界3

大景区连成一条线，新化的特色旅游资源
首次接轨上了快车道。 县委书记胡忠威介
绍，今年全县将加快构筑以县城为中心、以
资江为轴线的梅山文化展示带、以紫鹊界

为核心的至美乡村凝视片、以大熊山为核
心的蚩尤文化感悟片，重点抓好紫鹊界连
接线的建设和紫鹊界、大熊山景区内部环
线的建设，让新化的旅游交通“活”起来。

4月10日，检查组在泸溪县五里洲无公害蔬菜基
地检查蔬菜生产情况。 从2003年起，该县的无公害蔬
菜种植均建立了生产档案，全程记录生产过程，保障
群众吃上绿色、安全的“放心蔬菜”。

向民贵 张克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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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11日讯 （记者 尹虹
通讯员 陈远 李紫薇）“屈原是苏轼
终生追慕的偶像、 也是我的偶像”，
“楚辞有很多字不认得？ 没事，带上
厚厚的字典和耐心， 你就会进入一
个绝美的世界”……昨天下午,由中
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主讲的“湖
湘大学堂”2013年首场名家讲座《雨
韵情怀———惊采绝艳话楚骚》，在中
南大学中南讲堂举行。

“湖湘大学堂”由省委宣传部与
省社科联联合举办， 是全省人文社
科学术交流、 知识普及的高层次平
台，自2011年10月开讲以来，已成功
举办11场精品演讲活动， 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此次讲座主讲专家杨雨生于
1974年， 被公认为“气质型美女教
授”， 系中南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学科
带头人，曾于2011年、2012年两度登
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系列
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纳兰心事
有谁知”。在今天的演讲中，她从细微
入手，通过对比《诗经》代表作《郑风·
子衿》、《楚辞》代表作《九歌·山鬼》的
异同，深刻阐述了历史上楚文学与中
原文学的内在特质、文化差异，并对
以“炫”为本的楚文学给予高度评价。
之后，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建勋教
授对杨雨的演讲作了精辟点评。两位
专家纵横捭阖、字字珠玑，令满堂听
众陶醉其中、深感过瘾。

“湖湘大学堂”今年首场名家讲座开讲

千人陶醉“惊采绝艳话楚骚”

【开栏的话】 近年来， 我省各地都对中考中招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为帮助广大学生和家长更
好地了解各市州尤其是长沙市中考中招政策， 及时掌握中考中招进展情况， 本报特辟 《聚焦中考中
招》 专栏， 予以解读。 敬请关注。

(紧接1版②)不能“重规划、轻项目”，要学
好用好各项政策， 立足本地实际积极向
上申报项目，争取各类项目资金支持，逐

一抓好项目落实，确保项目建设廉洁、高
效。 他要求，在工作中塑造团结共事、相
互包容、甘于奉献的文化元素，将之充实

到新时期湖湘文化建设中去。 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做到“忠实履职、
奉献湖南”，在推动发展中有所作为。

(紧接1版①) 我们必须认识到责任重大，
要真抓实干，要明白我们说一万句好话，
不如办一件实事。 要讲诚信、讲真话、讲
管用的话，不要讲套话、大话、空话，甚至
骗人的话，以防劳民伤财、伤己害人。 我

们推动工作，一是靠权力，二是靠人格，
但人格力量比权力的力量更重要、 更珍
贵。 为人做事、当官为民都要大气，大气
才有人气，小气没有人气，没有人气就干
不成大事。 于来山最后强调，省人大常委

会要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始终依靠人
民、服务人民，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责，励精图治、奋力拼搏，为建设美
丽富饶的湖南、 实现三湘父老对幸福生
活的美好愿望而不懈奋斗。

聚焦���中考中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