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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学院学生竞赛临床技能

中南大学再摘特等奖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佘丽莎 罗闻）

5月18日至19日， 第四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
能竞赛总决赛在湘雅医学院体育馆举办。 从全国5个赛区
中突围的42所高校共168名决赛选手经过角逐， 最终中南
大学、 中山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代表队荣获大赛最高奖
项———特等奖。 这是中南大学继去年5月第三届比赛后第
二次荣获特等奖。

据悉，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从2010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代表我国医学院校学生竞赛的最
高水平。 此届赛事总决赛首次移师北京以外的地区举办，
由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究中心主办， 中南大学承
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117所高等医学院校参加了此次比赛，
约占全国设置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
90%。 经过半决赛和决赛，最终决出3支特等奖队伍、5支一
等奖队伍、12支二等奖队伍和22支三等奖队伍。

本报5月20日讯（通讯员 施泉江
肖强 记者 何淼玲） 今天上午,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相关规
定， 长沙市公安交警支队依法对
2012年10月31日以前扣留的超期
未处理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共8482
台进行强制销毁， 其中电动车
4524台、二轮摩托车3408台、三轮

车509台、汽车41台；对扣留的非
法拼装改装的18台机动车予以收
缴，强制报废。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2条规
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扣留
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告知当事
人在规定期限内到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对于逾期不来

接受处理的， 经公告3个月仍不来
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
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第36条规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对扣留的拼装或者
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经县级
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后，予以收缴，强制报废。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来自湘乡市5个月
大的男婴东东（化名）因先天性无
肛到医院治疗， 在检查过程中，发
现他的全部内脏竟是反位生长。记
者今天从省儿童医院获悉，东东已
按计划完成结肠造瘘、 肛门成形、
创口关瘘等三期手术，目前各项指
标较稳定。

该院急诊综合外科主任尹强
教授介绍，这是该院今年接诊的第

二例“镜面人”患儿，“镜面人”即心
脏、肝脏、脾脏、胆等器官的位置与
正常人相反，例如心脏、脾脏在右
边，肝脏位于左边，这些器官的位
置像是正常脏器的镜中像。“镜面
人” 是在人体胚胎发育过程中，与
父母体内基因的一个位点同时出
现突变有关，其发生几率大约为百
万分之一。他们的生理功能与正常
人一样， 平时通常无任何症状，多
为无意中或体检时发现，如果各个

脏器不产生疾病，不会影响人的正
常生活。

专家同时指出，大部分“镜面
人” 出生时都伴有多种先天畸形，
例如东东就患有先天性无肛、先天
性心脏病等先天性疾病，现阶段的
治疗主要针对先天性无肛。脏器的
反位使手术难度和手术风险都增
大，医生的手术习惯、技巧等也都
要跟着一起“转位”，对病人来说，
风险也大大增加。

乱扔乱吐？电子抓拍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曾发云）5月16

日，全国卫生城市株洲市召开提升城市品位动员会，再次发
出动员令，决心再上城市管理新台阶。 据悉，5年来，该市城
管监督员已经纠正处罚城市“六乱”行为66万起。

所谓“六乱”，就是指在城市里“乱扔吐、乱停放、乱贴
画、乱滴洒、乱拉挂、乱穿马路”等6种常见的不文明行为。
今后,该市将采取部门联动、市民参与的方式，明确重点，集
中治理。 为了制止常见的乱扔乱吐行为，市城管、公安、交
警部门联手，综合利用现场处罚、电子抓拍、市民举报、媒体
曝光等手段，成效显著。 仅去年6月以来，就制止该类行为
12800起。 为治理渣土乱洒的顽疾，该市坚持24小时巡查，
坚持逐日考评渣土企业，彻底堵住了污染源。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家流 彭宏高

陆志前： 经济再困难，
花在百姓身上的钱一分都
不能少。

“经济再困难，花在百
姓身上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要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
花在真正需要关心和帮助
的困难群众身上。 ”近日，新
晃侗族自治县县长陆志前
接受采访时谈及民生，饱含
真情。

陆志前的桌上，摆着一
份为民办实事统计表。 近5
年来，新晃共实施民生项目
610个，投入资金19.5亿元。
这些项目的实施， 使7.4万
人告别饮水难，公路通车里
程达到1398公里，城镇新增
就业再就业9770人，转移农
村劳动力5.5万人， 广播电
视村村通工程入户率达到
95%……

“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
始终是民生关键问题。 ”陆
志前认为，要立足老少边贫

县实际，致力健全帮扶救助
体系，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努力提升幸福指
数。

“保障和改善困难群
众生活， 近年来我们重点
抓了3方面的工作。” 陆志
前介绍， 一是建立关爱孤
寡老人长效机制。 对无赡
养人、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年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
以下、 年龄60岁以上的孤
寡老人， 从基本生活、 基
本医疗、 心理健康、 合法
权益等方面进行保护， 并
在每个村建立关爱中心，
为每位孤寡老人配备一名
关爱员。 二是建立家庭困
难学生资助机制。 2011年，
在全县39所村小全面实行

“免费午餐”， 成为全国实
施免费午餐第一县。 去年，
又首批列入了全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试点县。 三是建立特困群
众帮扶救济机制。 大力开
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安置困
难家庭人员， 并实行再就
业免费培训， 全县有2731
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
业， 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
率达到100%。

“民生无止境，幸福最
关情。 ”陆志前说，今年，新
晃又出台了老年人优待办
法，把老年人优先纳入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范围，向高龄老人按不同标
准发放生活补贴，纳入财政
预算。 并大力推行五保老人
集中供养制度，目前农村五
保 老 人 集 中 供 养 率 达
30.3%。

“民生无止境
幸福最关情”

———访新晃侗族自治县县长陆志前

长沙强制销毁、报废8千多台车

男婴全部内脏反位生长
“镜面人”发生几率百万分之一

5月19日，邵阳县下花桥镇中心完小教师把课堂“搬”到科技示范户的西瓜大棚里，让孩子们了解优质西
瓜栽培技术， 培养他们热爱科技和爱劳动的意识。 黎建成 摄

本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吴政清

5月20日晚， 在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田径场，一场名为“晚安青春———
梦L乐队携手雅安重建家园” 的露天演唱
会吸引了众多音乐爱好者。 演唱会中，有
一名拄着拐杖唱歌的歌手，赢得了更多的
掌声。他是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和湖南省直十大优秀团员标兵的获得者，
也是演唱会乐队的贝斯手和主力唱将。他
的名字叫阳鹏，是该学院计算机应用广告
设计专业11328班一名在校大学生。

“阳鹏今天一口气唱了8首歌， 其中
有4首是他的原创歌曲。 阳鹏的歌很温
暖， 也很励志。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
音乐和生活的热爱与激情。 他唱歌时所
爆发出来的强大气场， 传递给我们的是
刻骨铭心的温暖与拼搏向上的正能量！”
在演唱会的一角， 阳鹏的一名女粉丝激
动地和记者聊起了阳鹏。

学院团委书记林继华说：“他是一个
执着追求音乐梦想而又勤奋的孩子。 为

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他克服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

阳鹏出生在安仁县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 小时候一场大病落下双腿残疾，
只能靠拐杖来支撑。 一次偶然的机会，
阳鹏看到一个身体高度残疾的人背着音
响， 拄着双拐， 走路一瘸一拐地在街上
卖唱。 同病相怜的感觉， 让他对音乐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省吃俭用， 把自己
积攒下来的200多元零花钱， 在小县城
唯一的一个琴行买了把吉他开始自学，利
用课余时间向音乐老师请教。 琴行老板
李威被阳鹏的执着所感动， 允许他旁听
一些培训课和音乐讲座。 在李威的推荐
下， 阳鹏参加了星海音乐学院社会艺术
水平考试， 通过了民谣类7级优等级。 同
时， 阳鹏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得到李威的
老师、 中国十大吉他名家之一、 古典吉
他中国流派 （中国风） 创始人殷飚的充
分肯定。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 阳鹏创作出了
第一首原创歌曲———《不如相忘》。 这首

歌充分表达了一个残疾人求学过程中内
心的酸楚和对音乐的执着追求。 经学校
推荐， 他参加了县里的一次文艺演出，
演唱的自创歌曲 《不如相忘》 获得一等
奖。 阳鹏的妈妈应邀到现场， 观看儿子
的表演后， 泪流满面。

进入大学， 阳鹏的音乐之路越走越
宽。 他不仅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梦L乐队，
而且积极参加学院的各种文艺表演， 获
得的奖项也是一个接一个。 在学院团委
组织的“生机学院， 我的大学我做主”
演讲比赛中， 阳鹏妙语连珠， 获大赛二
等奖。 在学院第八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
“四星大赛” 中， 他表演吉他弹唱自创歌
曲节目， 获大赛一等奖。 今年3月， 阳鹏
参加了浙江卫视 《中国梦想秀》 第五季
湖南站招募活动， 获得当天的3张“梦想
荣誉证书” 之一。

当晚演唱之前，在学院宣传统战部办
公室，记者见到了阳鹏。 记者问他将来会
不会参加“快乐男声”和“中国最强音”之
类的节目时，阳鹏回答“不会”。他说：“‘快

乐男声’是选偶像，我不具备偶像的形象
和气质；‘中国最强音’是靠实力，我也不
具备这样的实力。我追求音乐的目的不是
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在音乐中找到属于自
己的快乐，实现自己的梦想。 ”阳鹏告诉记
者，他现在是一名兼职音乐教师，每年寒
暑假他都会回到自己学音乐的琴行，教孩
子们学习音乐。 他教过的学生已达到150
人。“下一步准备把琴卖掉，专门弹民谣吉
他。 可能也不会花太多时间玩乐队了，想
再多创作一些好的作品， 唱一些好的歌
曲，给热爱音乐、喜欢音乐的人听。 ”

“残腿依然健壮， 梦想是感情的翅
膀， 就算双眼看不到光， 我也能飞跃所
有阻挡； 残腿依然健壮， 拐杖是生活的
力量， 即使听不到看不见， 我也能奔向
梦的城堡。” 这是阳鹏创作的原创歌曲
《依然健壮》 里面的一段歌词。 歌词铿锵
有力， 令人振奋。 期待阳鹏能克服腿残
的诸多不便， 继续谱写“健壮” 的人生
音符。

拐杖谱写“健壮”音符 ———残疾大学生
阳鹏的音乐之路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5月 20日

第 2013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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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 1000 1097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2053 160 328480

3 92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561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4
834
8103

4
6

140

262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402
100459

364
188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3年5月20日 第201305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2151546 元
01 2803 06 08 11 21 25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娟芳
陈祖芳 ）近日，怀化市鹤城
区林业局林调队工程师高
昌虎在盈口乡谭口村，发现
18棵树龄上100年的世界珍
奇树种绸木。

5月20日， 记者在谭口
村看到，18棵绸木中，16棵
为红绸木、2棵为黄绸木。 最
大的直径为1米多，3人牵手
才能抱住；最小的直径也在
0.4米以上。 18棵绸木生长
在不足0.5平方公里的谭口

村树林里，林中同时生长着
枫木等。绸木树高在30至40
米之间，巍峨挺拔，树干上
爬满了藤。 据高昌虎介绍，
绸木分为红绸和黄绸，属壳
斗科， 是世界珍稀树种，主
要分布在我国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 现存活树稀少，为
珍稀树木。 目前，在谭口村
新发现的百年绸木古树林，
已被鹤城区林业部门取样
上报省林业局和国家林业
局，争取将其列入国家重点
保护范畴。

18棵百年绸木现鹤城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日前，“中南大学爱
尔眼科学院”在中南大学正
式揭牌成立。 该院将在全国
知名高校中选招优秀医学
本科毕业生，每年招生规模
保持在40人左右。

据介绍， 目前国内约
670万名白内障致盲患者需
得到救治，但国内现有的约
3万名眼科医生， 能做白内
障手术的还不到1/5， 眼科
人才培养刻不容缓。 该学院
是由中南大学与爱尔眼科

医院集团联合成立，是中南
大学的二级教学科研机构，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学院导师均由全国
眼科界知名专家担任。

专家认为，知名大学和
知名企业联合成立眼科学
院，是眼科医学教育改革的
一次有益探索与践行，也是
社会资本参与办学的具体
实践。 学生接受专业医学教
育的同时， 尽早进入临床，
迅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为
患者手术。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成立

陆志前 彭宏高 摄

本报5月20日讯 （通讯员 宁翔 唐伟华 记者 周小雷）
今天凌晨3时许， 衡阳市蒸湘区商业步行街一建筑工地6楼
天棚发生垮塌，5名正在施工的工人被埋压。 衡阳消防接警
后，立即派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成功救出5名被困工人。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发现， 垮塌建筑为衡阳市商业步行
街在建建筑12号楼的6楼天棚，垮塌的混凝土、钢筋、脚手
架、木材等建筑材料将正在6楼浇筑混凝土的施工人员埋压
在4楼的楼板上，现场初步确定有5人被困。

消防官兵立即分成两组，一组进行搜寻救人，另一组对
6楼楼面部分未塌陷的结构进行实地侦查， 并做好警戒，防
止造成二次伤害。通过询问现场施工人员及喊话，初步确定
了被困人员的位置，救援官兵利用机动链锯、切割机等破拆
装置， 由浅入深将连在一起的不易移动的钢结构进行安全
切割分离， 再逐步清理木材， 扒开埋压住被困人员的混凝
土。 经过4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5名被困工人全部获救，并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获救工人伤势平稳，无生命危险。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衡阳一建筑工地发生垮塌

5名被埋工人获救生还

县（市、区）长 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