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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血液
内科，孩子们大多数戴着口罩，看不清他
们的样子， 只看到一双双清澈的眼睛。他
们需要直面的是，凶险得可以夺取他们生
命的白血病。今天，湖南省儿童医院发布
数据显示， 近5年共收治1.2万余人次儿童
肿瘤住院患儿， 其中排名首位的是白血
病，有6089人次，发病年龄多为1至6岁。

“近5年来，感觉儿童白血病患者越
来越多，平均每年新诊断100多名患儿。”
湖南省儿童医院血液内科主任郑敏翠教
授介绍，患白血病的孩子越来越多，一方
面是现在经济条件好了， 更多患病的孩

子有机会到医院就诊； 另一方面不能回
避的是，孩子的生活环境中，有许多危险
因素威胁着他们的健康。

“白血病发病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
病毒感染，接触环境中的致癌物质、装修
材质中的有害物质，食物中的农药残余和
添加剂等，以及染色体畸变等遗传因素存
在一定的关联。”郑敏翠提醒，新房装修、
孩子长期摄入食品添加剂等情况需要引
起家长的重视， 建议家庭装修以简约、环
保为主，给孩子多吃绿色健康的食物。

值得欣慰的是， 白血病已经不再是
过去的“不治之症”。专家介绍，通过合理
的综合性治疗， 相当多的患儿可以获得

治愈或者长期稳定。 例如急性淋巴细胞
性白血病， 早期接受正规治疗，5年治愈
率达70%以上。也就是说5年不复发，以后
复发概率就很低了，可以认为是治愈了。

从治疗手段上看， 骨髓移植也不是
根治白血病的唯一手段。 郑敏翠介绍，在
儿童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中， 化疗是主要
手段， 只有少数高危型的白血病才有必
要进行骨髓移植。专家特别提醒，儿童白
血病在早期症状不明显， 一旦发现孩子
出现持续发热（超过2个星期）、贫血、全身
乏力、淋巴结肿大、皮肤青紫、鼻子出血，
身上有出血点等症状， 应立即带孩子到
医院就诊。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刘晓熹）今天从湖南省科技厅获
悉， 在日前揭晓的科技部2014年度科技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我省有6位科技人
员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至
此，我省入选人才达到19人。

据了解，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是《国家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确定十二大人才工程的第一项工

程， 主要培养我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
才。根据入选对象的不同，国家将在科研
资助、项目支持、平台建设、创业服务等方
面分别给予支持，是中组部“万人计划”的
科技人才推荐平台。 该计划自2012年首
次启动。

此次“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入选人员中，5人来自高校，分别为国防
科大的吴美平，中南大学的何勇、罗湘

杭、段吉安，中南林科大的彭万喜。南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樊运新也一
同入选。

此外， 湖南省农科院刘勇牵头的园
艺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与治理创新团队
和中南大学覃文庆牵头的复杂矿产资源
高效清洁利用的界面化学两个创新团
队， 入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我省入选团队增至9个。

湖南成立肢体矫形专项基金

100名贫困肢残患者
可申请救助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孟霞）5岁的周周（化名） 走路时一脚高一脚低
的，经检查，原来患上了髋关节滑膜炎。但家境
贫困，他一直没有机会接受系统治疗。

今天， 湖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长沙
年轮骨科医院专家团队， 走进株洲市荷塘区夏
家塅村，开展肢体畸形患者救助对象筛查，并开
展义诊服务。包括周周在内的3名贫困患者获得
免费治疗机会。

据悉， 湖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长沙
年轮骨科医院成立了湖南肢体矫形专项基金，
通过全免资助或减免资助的方式，救助省内100
名家庭贫困需要救治的肢体残疾人。 即日起至
2015年12月， 肢体残疾患者可向湖南省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或者长沙年轮骨科医院 （电话：
0731-84478888）报名领取资助申请表，提交低
保证件或贫困证明，附上当地镇（或县）民政部
门意见，经核查、审批，符合条件者即可办理入
院手续进行手术治疗，并获得医疗救助款。

湖南一师定向培养
乡村教师万余人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左丹 唐雄英）

湖南省自2006年启动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专
项计划以来，到2014年，已在全省14个市州招收
学生共计12871人，其中毕业7296人，有力地稳
定了农村小学的教师队伍。 这是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提供的数据。

4月15日，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招生培养
工作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以及全省14市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参加了研讨会。

据湖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 省委教育工委
委员王建华介绍， 为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接
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湖南在全国率先启动农
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专项计划， 并委托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培养。 这是促进城乡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而作出的重大创举， 也是
全国小学教师教育的重大创新。

作为伟人毛泽东的母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为了能培养出一支“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
的高素质农村小学师资队伍， 大胆创新培养模
式，加强实践教学，强化专业情感培养，自2006
年起， 先后启动实施了初中起点五年制农村小
学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 高中起点四年制本
科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免费培养计划， 以及初
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层次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计划， 其中六年制公费定向本科小学师资
的培养， 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
点项目，影响大。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书画名家作品展
开始征稿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陈薇 李国斌)今
天,“湖南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书画名家作品
展”组委会在长沙召开首次会议，开始征稿。老
同志唐之享出席。

该活动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湖南省
文化厅、湖南省文史馆、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
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 据活动组委
会介绍， 举办此次作品展旨在颂扬民族英雄主
义、爱国主义和拼搏精神，展现湖湘书画名家的
艺术风采，促进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即日起，面向省内外书画名家征稿，截至7
月30日。9月3日起，在长沙、怀化、常德、衡阳等
湖南抗日名城进行巡展。

深入抗战名城
芷江采风

30位湘籍作曲家深入创作歌曲
40余首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廖洪立)为期4天、由湖南省音协举办的“共筑中
国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歌曲创作活动，
于4月16日在抗战名城怀化芷江落幕。共有30位
湘籍作曲家参加，活动期间创作了《一曲凯歌天
下扬》、《老兵勋章》、《爷爷的鼓》等40多首歌曲。

新作品在当地举行了视唱会。 湖南省音协
主席邓东源主讲了题为《感情、形象、旋律及其
他———歌曲创作体会谈》的讲座。此次活动是湖
南省文联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之
一， 作曲家们深入抗战胜利受降地芷江采风创
作， 深刻体会到民族自豪感， 激发了创作的热
情。 他们创作的歌曲作品将在《音乐教育与创
作》等媒体上发表。

为“绿色湖南”
提供人才支撑

中南林科大成立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通讯员 邹敏 龙壮志

记者 左丹）4月16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有望为生态文明
建设，特别是“绿色湖南”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
绿色化专业人才。

据悉， 中南林科大开展环境保护研究已有
近20年的历史。 该校于1996年在林学专业开设
环境生态工程方向， 在省内率先开始培养环境
学科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1998年，正式开设环
境科学专业，2006年成为湖南省重点学科。其科
研团队在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和重金属矿山生态
修复技术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据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平介绍，目
前，该院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共有400余人。今后，
将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更多科技支撑和社会服务、 培养更多优秀人
才。在扩大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招生规模的
基础上，该学院还将新设环境生态工程专业。

白血病高居
儿童肿瘤发病首位

湖南省儿童医院5年接诊逾6000人次

6人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4月中旬，海拔近1000米的新化县水
车镇白源村，人们陆续下田耕种。在被誉
为“大地指纹”的梯田中，一位老人在筑
田塍。老人耳背，他的邻居刘助喜介绍，
老人叫罗教煌， 今年87岁。“罗教煌天天
搞劳动，不种田就进山挖笋。村里还有3
位90多岁的老人， 也从没有离开过劳
动。”刘助喜说。

4月16日，跟随刘助喜，记者走进了
98岁老人邹晚姑家。当时是上午10时，老
人正在洗碗。来了客人，她停住干活，去
洗手倒茶。她用一次性杯子倒茶，两手各
抓一杯，走得很稳健。老人精神很好，耳
聪目明。她说相信自己能活到100多岁。

村里另外两位90多岁的老人， 一位
叫刘玉娥，一位叫罗友南，都是98岁。刘

玉娥不但能干家务活，而且能下地劳动，
吃的蔬菜多是自己种的。罗友南很幸福，
88岁的妻子健在，能做饭给他吃。罗友南
孙女罗飞平说：“两位老人拒绝跟子孙一
起生活，说自己做饭吃合口味些。爷爷有
点痴呆，常哼山歌。”

村干部杨同新介绍， 白源村不到900
人， 现有90岁以上老人3个，80岁以上90
岁以下老人20个，70岁以上80岁以下的
老人更多，个个不打牌，天天搞劳动。

优质的空气和劳动， 无疑是长寿村
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在白源村，还有一个
长寿秘诀，那就是健康的精神生活。刘助
喜介绍，主要精神生活是唱山歌。罗教煌
一生没打过牌，也不会打，他只会劳动，

但他口中不停地哼着山歌。 罗助喜说：
“如果唱一支山歌数一粒玉米的话，保证
白源村的老人能唱完一担玉米籽。”

这话可当真。民间艺人罗绍基四处收
集山歌，谱上曲子，准备结集出版。他来到
白源村，用录音笔记录村里八旬老汉龚洵
福唱的山歌，老汉连唱4小时，唱了50首，
毫无差错。刘助喜说：“我们经常唱老山歌，
也不断编新山歌。” 他介绍了他编的新山
歌：“天上星星亮晶晶，妹妹抬头数星星，一
颗星两颗星，最亮的星星在哪里，最亮的星
星在北京，反腐倡廉快人心。”

劳动，让白源村老人强身健体，而山
歌滋润着白源老人的精、气、神。这就是
白源村人长寿的秘诀。“邵商影业”筹拍

邵阳传奇人物系列电影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4月12日，记者在由中华邵商联合会、深圳邵商
影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邵阳传奇人物系列
电影之《拳魂》全球巡回见面会（邵阳站）”获悉，
深圳邵商影业有限公司正在筹拍“邵阳传奇人
物系列电影”，首部影片《拳魂》将在今年推出。

据了解，“邵阳传奇人物系列电影” 以深度
挖掘邵阳历史人物、 当代传奇人物以及艰苦创
业的邵商精英为主，旨在将邵阳人、邵阳精神和
邵阳文化推向全国乃至世界。 深圳邵商影业总
经理张军认为， 邵阳有2500多年建城史， 有魏
源、蔡锷、贺绿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物，
有遍及全球的优秀商人，“敢想敢为、敢作敢当、
敢闯敢拼” 的邵阳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认
可，这些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厚实基础。

根据年少时离开家乡邵阳外出闯荡世界、
后来在泰国多次拿到“拳王”称号的彭小龙的事
迹改编的电影《拳魂》，是“邵阳传奇人物系列电
影”开篇之作。该片以功夫、励志为主题，青春、
梦想、热血、动作等元素贯穿全剧，并由彭小龙
本人担任男主角。

山歌滋润长寿村

4月17日，长沙市天心阁古玩城全国春季交流会暨第七届地摊文化节举行。本次展会为期3天，现场设立了1000多个摊位和200多
个展柜，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及收藏爱好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中考首次考查
英语人机对话

成绩分四个等级，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年

起， 长沙市所有初中毕业生将参加一个新的考
查项目：英语人机对话。平均每个考生测试时间
为10分钟左右。 今年是长沙首次进行英语人机
对话考查，考查时间为4月27日至28日。这是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了解到的信息。

据悉，英语人机对话采取“统一组考、相对
集中、人人必测”的方式，即全市统一考查时
间，统一安排考点，统一考查试题，统一划分等
级，按照中考考务要求严密组考，每个初三毕
业生均需参加测试。 考查内容包括短文朗读、
情景反应、口头表达等。短文朗读材料难度相
当于初二年级教材与初三年级教材（上册）的
难度； 情景反应题要求能根据所给情景提示，
准确回答问题；口头表达话题为初中教材所要
求掌握的话题。

长沙城区（不含望城区）一共设31个考点，
每个考点要求考生在考查测试区域按照单向流
动方式分批（每批30人）进行。进入候考室的考
生要接受考前培训，观看7-8分钟的人机对话考
试考生培训视频， 详细了解人机对话考试流程
和注意事项。

全市统一考查结束后， 长沙市中招办将统
一进行计算机自动评卷， 并组织部分英语教研
员、骨干教师进行复核校验，确认无误后，中招
办根据评卷结果统一划定A、B、C、D等级， 并将
成绩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综合素质评
价是高中学校录取新生的依据之一。

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根据本地
实际统筹安排人机对话考点， 在录取时划定英
语人机对话最低控制线。

聚焦中考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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