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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6z��45�e�U��K�������3HI�

���,�5�����lu'()*� �/0 ¡123
34$56789:;<=> $ ��3HI�¢F£4¤¥1
¦§¨e©K�5ª��« ¬d®46¯K°±²³lu
'()*> !!"#" #$%&'#

!"#$%&!'()*+,-

!"#$%&'()*+,-./01#23 ! 4#5
/6789:;<=>?@AB#6CCD9:;<E>
FGAB#=HIJKLMNOPQRSTUVWXYZ

"#$" 4[\]^/_`a=EbEcd !% e]fg]
=EbEhcdi &&'()*] =EbEVcdi !'&&*]j
VkElmncoi "+'%*Z pfq ",$& 46r]stu
vwxyW]",$& 4^4lmz{ ",$! 4|}~�
%$&'-*]�mz|}~� $%,,*]������|}~�
$))'-*Z ��23]����Z ^�&jt=�����#
�r ! 4# 5/E>�����;<�=o��W9:#
w���]� "¡Z !!"" ##$%&#

!"#$%&!'()*+,-

!" ! !# "#$%&'( $"!%!$& )*+#*,-
(./0"'1"(1")1!!1$!1&!2*34(./0!"567
*3 !) 89:+5;<=>?@AB $ 8C D"#EF
GHIJ '&!"#!"' .K%L8MN%OPQRST
UV5WX<K%BY5Z[\]^N (%) _`ab+C

PQRcde%O5 Kf%gNhijklmn
o5]p&'(qGrs5tuvwx9jk5yz{|
9"5})~�5��c�a�z�a��5��R��
W���5D�{�c��\})��D�aC��5P
QR�e��������5�c���t��� 5¡\
¢£¤¥¦§¨5PQR©ª«�e��%g5¬¡t
®�%g¯c°±²5¢³´µ9¶±Y5·¸\9
¶¹ºC

»¼x½B+�./5t»5x½��%*!�-(¾
¿g5¯cÀxÁ%gBÂÃ3W�./5t]^l§
ÄÅÆ�§ÇÈÉÊË5ÌËÂB\B+./Í ÎÏ
Æ5 PQRÐX]^�%�M�ÑÒB3\9:+5t
Ó*ÔÕ�ÖB�%g5×ØÙÚ5=>Û¯c]^5Ü
Ýr`5Þ6ß\e��àá5Î9âãäe�åæ5ç
xè&'(�éa��êëe�Í !!"" ##$%&#

!!"#$ !"#%&'()*+

!"#$%&'()*+,!-.'()*+,!/
0'()*+,!12345()*+,!6.'78*
+,!69'*+,:;"<=>?@: !" ABCDE
FGHIJKL*+,M%NO"PQRSTU"VWX
!YZ# [\]HI^ #"$% _ $& ` '( @

!!"#$%$!"#$ & ! '
% ()*+,-./01
2 #&345$ 467 ' 8
'9 :;<$=>?@9

!ABCD E$!&#$ & ( '
!! (FGHIJKLMN
O&PQRSTU45D4
6 )VW X0Y$Z[\$]
^_D`abDcJdeW f
ghijklmno9

!pqrs %s!&#$ & ( '
!( (t+uvwxSTy
z{N|45s 467 $
}9~���s���c<�
�J�e�s��d��9

!!��s%s!&#$ & % '
!' (�*+,���2 (
345s 46 )* }W :?
�s���W

!���s Es!"+$ & ( '
!%(��+�����22
�P ¡¢TU45s46 )
}� �>£¤¥:¦§¤��W
¨}©ªt«¬W :®e

¯¤°±²³?@¤;<¤;´¤µ0W

!¶·¸DED!"+$ & ( '
!( (�¶+¹�wxST
U45D46 *+}W º»¤
º¼�¤½[\¤¾¿À�:
;<¤;´Á�

!ABÂs%s!"+$ & ' '
( (FGHIJK�ÃÄ
ÅÆTU45s 467 +
}� ÇYs�Ès`aÉsc

�dÊËe� ÌghÍÎ£sÏÐÑ
£�

!ÒÓÔs%s!"+$ & ( '
++ (�*+ÈÕ��Ö2
* 345s46 , V� cÈ
×Øes:=>?@�

!Ù"Ús %s!"+$ & ( '
% (Û¶+ÜÝ2Þß2ß
~à¢TU45D467 +"
}� `áDÇY� cØâã¤
<äe¤åØæçDèé<

d�ê� zëìíDzYîí� :e
ï¤;´¤;<�

!"
#$

!"#$%&'()*+,-./0$1234567
-.89$:;<=>?7-.@A$BCDEFG$HI
JKLMNMOPQRS

TUVWXY/0Z[\]^_`Fa$/bc[/A
d[/ef$Fg-8h/0[ijh/0kl7mn$op
qrstuc[bcvI`wx:y89z{|}~��
s8S Ue����$��U{|����gIJKL�
��$P����$��n�V�$��vI|�1�7�
�$�����J@�KL� 8$H¡¢£¤¥¡¢¦
§¨©���ª«ª¬S ��®<¯°�±²@�³
´$µ¶·]¥¸¹º�S !!"#" #$%&'#

!"#$%&!'()*+,-.

! ! ! !!"#$%&'()*+,-./0123)45'
6789:"# ; $% < &$' <:=>?@AB'C)DEF
GHIJKB'()D/0LMNO KBPQRST'(
)*UVW+XYZ[\LM]

^J_: `aLMb?'C)DEc?CdDeWf
ghijk'lmnopdqUVnop5'rsptuv
w7xywz{"|}~O�f��&�O�fu���O
�[\������dD���]

@ABC�Cp 'C������������:��
� ¡¢£¤¥ ¦kW§¨©ª'()D+X«¬%W
®W¯&°±] ²³�´µ®¶·p®x0W²¸:³�¹
ºp»�¹º¼²½¾¹ºz¿OÀÁ��ÂÃu�OÄÅ�
�ÆÇÈÉÊËpÌÍÎÏ.�O/0Ð8ÑÒOÓjÔÕp
+Öp×ØW'()D+,«¬] !!""

!"#$%&'

##$%&#

!"#$%&'()*+,-./0123 !4567
89:&;<=>?@)ABCDEFGHIJK:LMNO

PQRS@)TUABVWXYZ[\]^_`abc
GSdefgh12ij012:kl12:mnopqTr
stuSfvwxyz{|V}~[_`EF��|_�S�
���i5�67 "!�O@)�EF����1[��S);
<��S���h�i����� # ��fC) $% �5�
B�����S ��M�5�r�< ¡¢£g¤¥¦¡
§¨©§ªS«¬xyrsO ®?¯°±N²³²´µ®

�¶·¸¹ºS»5�¼½icG¾¿ÀÁiÂÃÂÄG�Å
ÆÇÈÉÊ²³²´ %&& �ËÌÍS��ÎÏÐÑf)56
7ÉÊÒ;ÓÔ &''Õ�ËÌÍO !!"" ##$%&#

!"#$%&'()*+,
!"#$%&'()*+,-.//0123456

789:;4<=>?@A;&BCDE5FGHIJKL
MLINOEPQRST'UVWX

YZM[\]F^I_`X ab\cdef\ghiF
^IOE_`Fjk'UlmF;&Bnopqrstu
vwxFyz{|}~F������FCxSTV�X �
ZM���F��I�X�����{���Uf./'U
�QcE5��.�F��{|����Fb]�q�cF
b]�UXLZM��eF]�I ¡�¢£¤¥¦§¨�
©ª«¬^I_`F®¯23F°ST�23��±�
²³´µ¶F·rs¸¹±UFº»'U¬¼½x¾Fb]
'uQc¿YÀf�YÀfÁYÀ¡ !!"#" #$%&'#

!"#$%&'()*+,

!"#$%&'()*+# ! ,-./01&234
56789:"#$%;&' <=>?@AB2CDEFGHI
$$()&)*+( JK2LMNCDO&'1&PQRSTUV
WXYZ[2\]^_F[`abF[c

defCghi+$jZ[F[klmn,--./
00111*2344356*,7585*69:*;50o pqXrGstukl
mn,--./00111*;<66=>*69:*;5vo +$5w6xyzm
n,--./00111*,5?@?A*69:*;50?A=1v{|}~��c

!"#!+$5w6x��ABFG��X�
!"#$ $ #% % !& &

!"#$%&'()*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周海燕 骆国平

“婆婆也是妈，要孝顺她一辈子！”10月
26日，桂阳县“十大孝星”颁奖活动现场，该县
敖泉镇乌龙村孝顺媳妇张运凤的朴实表白，
让大家感动不已。

张运凤的婆婆先前性格有点偏激， 多年
来对懦弱的儿媳妇挑三拣四， 是张运凤用真
情和孝心打动了她，让她完全变了个人。

今年3月份， 张运凤的婆婆中风瘫痪在
床，医生诊断说没法治好。可张运凤不死心，
她找民间偏方，自学按摩手法，终于让婆婆病
情不再恶化。

本以为一切都要好起来的时候，不料5月
份张运凤遭遇一场车祸， 被压断6根肋骨。张
运凤伤愈后， 她丈夫为了支付母亲的医药费
不得不外出打工，80多岁的公公、 婆婆全靠
张运凤照料。给婆婆翻身洗澡或是搬上轮椅，
对张运凤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为方便照顾婆婆， 张运凤索性在婆婆房
间搭了张床，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闻不到
任何异味。

在张运凤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稳定，
只是意识不太清醒，忘性大。老人十分依赖张
运凤， 每次喂饭都能准确地喊出儿媳妇的名
字。老人说话不利索，就竖起大拇指向别人比

划———这个儿媳妇好！
能得到婆婆这个“好”，张运凤并不容易。周

边的邻居说，这是张运凤用整整27年对老人的
孝顺换来的，一个“好”字让她那些年受过的委
屈都烟消云散。张运凤不善言辞，但她用孝行
影响着四邻八乡，前不久被县里评选为“十大
孝星”之一。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王文）今年
年初， 老百姓大药房员工寻环球与一名白血
病患者配型成功， 拯救了一位16岁的花季少
女， 成为湖南省第42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这件事感动了更多的同事和市民。今天，又有
63名志愿者报名参与捐献骨髓干细胞行列。

今天上午，老百姓大药房牵手湖南省红
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湖南省血液中
心/长沙血液中心、 长沙市红十字会举办捐
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招募公益活动，老百姓
大药房员工和现场市民纷纷报名参加，不到
半天，就有63人报名捐献骨髓干细胞，有36
人成功捐献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资料库。

为了发动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捐献造血
干细胞行列，2009年， 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
谢子龙带头捐献造血干细胞。为此，今天还

专门成立“湖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服务队”， 这是长沙市首家由企业成
立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她们打算
在全国2000多家门店长期无偿摆放捐献造
血干细胞科普资料，并推动志愿者招募。

记者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成功配对比例
低于万分之一。目前，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湖南分库已拥有13万多人份的志
愿捐献者资料，配型成功的仅有400多例，现
有资源还远远满足不了临床患者的移植需
求。需要提醒的是，造血干细胞采集过程如
同采集成分血一样简单、安全，不会损害捐
献者健康，却可治疗恶性血液病、骨髓功能
衰竭、部分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部分遗传
性疾病等近百种严重的致死性疾病，挽救等
待造血干细胞患者的生命。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维

10月24日， 送走班级的学生们后，衡
阳县岘山镇中心小学教师邓华容赶往岘山
村。 二级残疾儿童小李早早地坐在家门口
翘首盼望。

小李患有多种残疾，智力发育滞后，言语
困难，无法到学校就读。父亲在广东打工。看
到别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 小李经常伤心
落泪。邓华容送教上门，给小李带来了希望。

从最简单的识字和生活常识教起，小李
刚开始读得很困难， 还出现了畏难情绪。邓
华容不厌其烦，一遍一遍教，手把手地教他
写字，经常给予表扬。慢慢地，小李对学习有
了信心和积极性。

相处中， 邓华容发现
小李对画画有兴趣， 就掏
钱买来水彩笔和图画书，

教他用五颜六色的笔画图和涂色。看到五
彩斑斓的作品，小李高兴极了，让母亲用
手机拍下，发给打工的父亲。

为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邓华容
和小李的母亲制订计划， 教会孩子做扫
地、倒垃圾、拧毛巾、叠被子等简单劳动。
现在，小李的性格开朗了，有说有笑了。小
李的母亲说：“孩子像换了一个人。这两年
多亏了邓老师的爱心付出啊。”

残疾孩子的教育具有特殊性。既需要
耐心，更需要爱心。无论刮风下雨，邓华容
都准时到小李家。她说：“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办好特殊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送教上门，虽然
辛苦，但十分有意义。我会坚持下去。”

“婆婆也是妈，要孝顺她一辈子”

金秋重阳
传递温暖
10月27日，嘉禾县志愿者

联合会组织50多名志愿者走进
县园艺场敬老院，开展“金秋重
阳 传递温暖”活动，为老人们
表演文艺节目并送去慰问品。
志愿者与老人聊家常， 为老人
整理床被、打扫卫生，和老人们
一起包饺子，喜迎重阳节。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张亚娜 刘姝 ） 大家期盼已久的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来
湖南了。湖南省疾控中心今天透露，该中心的
预防门诊从11月1日开始就能接种二价HPV
疫苗，全省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等预防接种门诊11月起也可相继接种，每针
次价格预计在650元左右。 四价HPV疫苗预
计今年底或明年初可在长沙接种。

宫颈癌是中国15至45岁女性第二高发
癌症，且患病年轻化趋势明显。几乎所有宫颈
癌病变样本中都能找到人乳头瘤病毒， 从而
印证了HPV感染是引发宫颈癌的主要原因。

长沙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专家林希建介
绍，接种HPV疫苗，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保
护性抗体， 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液之中，
HPV病毒一旦出现，抗体会立即作用，将其
清除，阻止HPV病毒感染，从而预防HPV感
染。目前，二价HPV疫苗主要预防HPV病毒16
型和18型的感染，建议接种对象是9至25岁的
女性； 四价疫苗主要预防6、11、16、18型病毒
的感染，接种对象是20至45岁的女性。二价和
四价HPV疫苗全程均注射3剂次，全程接种需
6个 月
的时间
完成。

针对女性关注的“有了性生活还有必要接
种吗”的问题，专家介绍，在临床研究中，部分受
测试的女性虽已有性行为，但结果显示疫苗仍
对她们有效。如果检测出已经感染HPV，注射
疫苗并不能清除已经存在的感染，可以等HPV
阳性转阴后再注射疫苗。已被确诊为宫颈癌，则
不需要接种HPV疫苗。因为HPV疫苗只是预防
性疫苗，并无治疗作用。

专家强调，并不是接种疫苗就不会得宫颈
癌。HPV有100多种亚型， 分为低危型和高危
型，只有高危型HPV（例如16型和18型）的持
续感染，才可能会进展为宫颈癌。目前HPV疫
苗并不能预防所有高危型HPV，所以接种后依
然要注意个人卫生及生活习惯，定期做宫颈癌
筛查。

宫颈癌疫苗来了
11月起湖南女性家门口就能接种

63名志愿者报名捐献骨髓干细胞
老百姓大药房发起成立志愿服务队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陶芳芳 吴新龙）
今天，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在该区“爱
在重阳节 同圆金婚梦”主题活动上，正式启
动养老服务一体化项目。据悉，项目由专业
化养老服务机构———长寿老人家运营，该机
构将在街道的总体协调下，将辖区11个社区
可以用来供社区养老资源使用的办公场所
进行一一规整， 建立一个以老年大学为载
体、以社区其他文化阵地为补充的小型区域

化社区文化养老模式，实现养老服务资源共
享、互相补充。

项目设有“3+3”服务阵地，即“爱心厨
房、老年公寓、康复照护中心”+“日间照料中
心、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其中，爱心
厨房面向区域老人提供集中就餐服务， 老年
公寓可为老人提供集中寄养服务， 康复照护
中心则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康复等服务。通
过多个阵地建设实现全托、日托、上门、互动

等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此外，机构还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免费或低

偿的非学历文化养老服务体系，在每个社区设
有一个初级班的教学点，邀请退休老师或在职
老师，教授才艺娱乐、生活技能、健康知识、文化
知识等课程，既实现“老有所养”，又实现“老有
所学”。据悉，项目运营后将建立统一的老年党
建工作小组，统一协调区域内社区养老服务工
作。

裕南街街道启动养老服务一体化项目
实现区域养老资源互融互通

为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张蕾）今天，岳阳市君山区人
民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开庭审理益阳
市环境与资源保护志愿者协会诉湖南林源
纸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
案，并当庭进行一审宣判，判决被告湖南林
源纸业有限公司支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
23万余元， 用于草尾河及洞庭湖水质修复。
据悉，这是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成立后敲响
的环境资源审判第一槌，也是新环保法实施
后，湖南高院指定管辖的第一起跨行政区划
集中管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此前，益阳市环保局对湖南林源纸业
有限公司罚款241万余元。

2016年12月3日， 益阳市环境保护局
接到群众举报后，对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
司偷排污水的行为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发
现，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存在通过污水
排放阀门和暗管将大量污水直排至外河
赫磊洪道的违法行为。益阳市环境保护局
进行了相关取证，并对直排污水进行计量
测算，依法对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进行
了行政处罚。益阳市环境与资源保护志愿
者协会认为，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在此
次环境污染事件中， 向赫磊洪道偷排污
水，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应承担环
境侵权的法律责任。故以湖南林源纸业有
限公司为被告，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湖南高院根据洞庭湖区域的生态环境
保护实际，指定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受理
该案，由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负责审理。

2017年7月17日，君山区法院受理此案。
该案由院长陈勇担任审判长，洞庭湖环境资
源法庭首任负责人刘平法官承办。在审理案
件中，合议庭确定湖南环保科学院专家以专
家证人的形式出庭作证，采用虚拟治理成本
法为依据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等，在
湖南省公益诉讼审理中均为首创。合议庭深
入污染现场进行查看，调查走访相关人员的
同时，走访了当地环保部门，为共同治理环
境污染提出建议，放大司法审判效果。湖南
高院、岳阳中院组织办案人员到外省法院学
习办案经验， 协调技术专家提供咨询意见。
在法院主导下，被告为确保排放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投入千余万元建设新的污水处理
设施。

“该案的审理，将为保护洞庭湖水质
资源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湖南高院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刘庆富说。

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第一案当庭宣判
湖南林源纸业偷排污水被判支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23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