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通讯员
贺双江 记者 王文隆） 11月3日
上午， 浏阳市永和镇卫生院与省
第二人民医院签订医联体协议，
并举行医联体挂牌仪式和联合义
诊活动。 此举意味着,今后永和镇
2万多名群众不出乡镇， 就可享受
省级大医院医疗卫生服务。

双方签订医联体协议后， 将
进行双向转诊， 形成“首诊在基
层， 分级诊疗， 康复回基层” 的
模式。 省第二人民医院定期派驻
专家到永和镇卫生院开展坐诊、
查房、 讲课等技术指导和人才培
养， 以及开通网络医院、 远程会

诊、 远程教学、 远程阅片等服务，
进一步提升永和镇卫生院的服务
能力， 满足永和镇2.3万名居民的
健康需求。

2016年， 永和镇卫生院门诊
共接纳永和、 沿溪、 古港等周边
乡镇的患者达2万人次， 住院3000
人次， 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较好。
活动现场， 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内
分泌科李湘教授、 心血管科柴晓
利教授、 神经内科向光红教授、
骨科盖景颖教授和永和镇卫生院
的全体医生为当天登记挂号的545
名居民进行义诊， 并向当地群众
赠送价值1万多元药品。

乡镇卫生院携手省级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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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200亩“绿色”稻田引
来专家组考察

秋收季节，稻田金黄。涟源市渡
头塘镇洪家村的黄光明忙碌好一向
了, 作为平康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
事长，1000来亩晚稻要抓紧收完。

与往年不同的是， 其中200亩
收得早还卖得贵。“50公斤要多卖
20元，包装好的60多包米，十来天
就快卖完了。”11月上旬的一天，黄
光明站在合作社的二楼办公室，指
着窗外一片田告诉记者， 当时收割
机里刚出来的谷子就被周边的乡亲
买走了一些，“这里的二化螟很厉
害，他们看着我没打农药的。”

二化螟是近年来危害我省水稻
的主要害虫。如果防治不力，轻者减
产，重者绝收。专家们所称的白穗，就
是水稻灌浆前被害虫危害稻秆以致
穗子是空的，看上去呈灰白色；所说
的虫伤株，就是水稻灌浆中被害虫侵
蚀了稻秆以致穗子谷粒不饱满。

在黄光明所指的这片田里，半个
多月前迎来了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
孔明院士率领的专家组考察和评议。
专家组深入田间调查虫害和天敌情
况发现，示范区采用的省农科院“双
季稻主要害虫绿色防控技术”， 其防
治效果远强于周边对照区的化学农

药防治效果， 不仅害虫得到显著控制，
而且天敌受到了更好保护，可有效解决
水稻生产化学农药过量施用、稻米农药
残留和农田生态污染问题。

“这200亩双季稻一共放了7次赤眼
蜂，有上千万只。都是省农科院免费用
冷链车送来的卵卡，然后和植保站的专
家一起指导我们如何放到田里。田里还
装了5盏益害虫分离诱虫灯。 两季产量
都不错，晚稻亩产有400多公斤。”黄光
明说， 过几天还要专程去省农科院请
教，想多搞几个绿色防治办法，把稻田
养鱼、养蛙、养鸭等都搞起来。

“今年我们第一次实施二化螟生
物防控技术示范， 取得了很好的综合
防治效果， 特别是田间二化螟的残虫
量控制到只有对照区的五分之一，为
明年生物防控技术的继续实施打下了
良好基础”，涟源市农业局副局长李仙
桃对记者说。

一批种粮大户试水“放
蜂不打药”

面对猖獗的二化螟， 茶陵县虎距
镇江易青、祁东县灵官镇李兴平、冷水
滩区罗怀林等种粮大户， 今年也免费
尝试了一把省农科院指导的“放蜂不
打药”新办法。记者来到他们的示范田
里聊起新法子， 他们都说防治效果明
显， 还省了打农药的钱， 明年想继续
用，就是希望赤眼蜂还能免费提供。

江易青的200亩晚稻获得了来自

省农科院的3轮赤眼蜂“武器”和４盏
益害分离诱虫灯。“今年没有打药，亩
产比去年还增加了75公斤。 我打算每
公斤卖10元。如果打药，每亩晚稻差
不多要花费120多元， 效果还靠不
住。”他给记者算账。

李兴平的30亩“放蜂不打药”稻
田，是他流转的200亩稻田里的明星。
“周边的村民抢着买我的谷子，50公
斤要贵3到5元。农业局还帮我牵线一
家米粉加工厂呢。”

罗怀林为了在100亩示范田里插
上千多根竹竿，再装上杯子，两个劳力
干了好几天。“第一次是辛苦点， 后面
就只用往杯子里放卵卡。 别人开始不
理解，后来看我不打药，也要走了一些
赤眼蜂。”他说，虽然田里放蜂稀了点，
最后一次又放早了点， 产量还是和打
农药的稻田差不多。

全省推广还需政府统
筹规划

体长不到1毫米、肉眼基本看不清
的赤眼蜂， 是农业生产中最著名的寄
生性天敌。 松毛虫赤眼蜂在林业和玉
米等作物上已有较大面积应用， 但能
够寄生水稻害虫的稻螟赤眼蜂繁殖难
度大、应用成本高。

经过艰苦攻关， 省农科院张玉烛
研究员团队改变了这种局面。 他们筛
选出目标性强、 寄生率高、 繁殖系数
大、 适应性强的长沙稻螟赤眼蜂和台

湾稻螟赤眼蜂等新品系， 发明了高效
繁殖装置，形成了“前繁、中控、后保”
的田间释放技术， 大幅度降低了赤眼
蜂应用成本。该成果获得了我省2014
年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长沙稻螟赤眼蜂由于适应性和
田间繁殖能力强，适合做先遣部队，先
到稻田里把防护网搭起来。 台湾稻螟
赤眼蜂寄生率高， 一头赤眼蜂可以寄
生40至45个害虫卵，是一般稻螟赤眼
蜂的2倍，适合做主力部队，特别是在
二化螟进入第三、第四代时，可以猛火
进攻。”张玉烛研究员透露作战策略。

该项目首席专家柏连阳教授告诉
记者， 今年省农科院挤出部分科研经
费，在全省21个县市区布设了49个基
地， 总面积约2万亩稻田免费示范，整
体防治效果非常好。 明年还将在该院
承担的国家粮丰科技工程的基地中加
大示范力度。

那么， 能不能在全省推广这项绿
色技术呢？“生态防控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从农村环境、农民意识以及农
田生态环境构建和技术落实到位等多
个层次实施，面积越大、时间越长，效
果越好。” 张玉烛说，大面积推广单靠
专家的力量难以实现， 需要根据合适
的供应半径为赤眼蜂建立繁殖中心，
也需要基层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民以
抓住最佳时期， 还需要农民改变打农
药的防治习惯以培育天敌等。 相信有
了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统防统治，
是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龚文彬）
2017年度意大利锡耶纳国际摄影
奖，已于10月28日在锡耶纳古堡举
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了获奖结果。
在本次大赛产生的231个奖项中，

共有20位中国摄影师成功斩获25个
奖项，可谓收获颇丰。

来自湖南的摄影师龚子杰以作
品《开茶馆的男人》获得青少年组一
等奖，并作为获奖者出席了当天的颁

奖典礼。
意大利锡耶纳国际摄影奖由锡

耶纳旅行艺术摄影中心发起于2015
年，是一项面向全球摄影师开放的赛
事。2017年赛事主办方共收到超过
161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师提交的近
5万幅参赛作品。 最终， 美国摄影师
RandyOlson凭借一幅描绘美洲北部
地区的特色鸟类作品，荣膺2017年锡
耶纳国际摄影奖年度摄影师。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吴东昱

“公司彩印将进军越南等东南
亚国家。作为一名设计工程师，你对
此有何想法？”广东东莞富阳彩印有
限公司经理李健接过湖南工业大学
科技学院学生罗名霞递过来的求职
申请时提问。

罗名霞反应快速：“借力‘一带
一路’，我们可结合当地风土人情进
行创意设计。”

11月4日，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

院为2018届毕业生举行了一场校园
招聘会， 这是会上的一个场景。当
天，招聘会吸引全国各地117家企业
参加， 共为学院1438名应届毕业生
提供就业岗位5547个。 有87家单位
与学生成功牵手，签约岗位795个。

据了解，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
是一所依托湖南工业大学， 按照新模
式、新体制创立的独立学院。作为湖南
工业大学“改革试验区”，该院办学10
余年来， 紧紧拽住市场需求的“牛鼻
子”，依托湖南新型工业化、长株潭“两
型”社会建设和包装行业发展需要，培

养了大批适岗对路的学生。
熟门熟路的东莞汇林包装有限公

司， 今年在接纳学院包装工程专业14
名学生实习后， 又特地派人赶来学院
现场招聘，还想招聘英语、国贸、机械
等不同专业的毕业生。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一次
性向学院提供了183个就业岗位，专业
涵盖机械设计、土木工程、国际贸易、
法学、财务管理等。该公司招聘负责人
罗飙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公司
将迎来新一轮发展，要为生产管理、行
政管理等储备后备力量。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余蓉）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革
命席卷全球，“互联网+” 战略等也
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多的行业。 在教
育行业， 智慧校园作为信息技术的
最新产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
今天， 湖南青果软件公司在长沙发
布了KINGOSOFT高校教学综合管
理服务平台V17，吸引了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长沙理工

大学等68家高校前来参会。
发布会上， 负责人介绍这款平台

涵盖了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各个方
面，包括师资管理、网上选课、实验教
学、 创新创业、 师生自助服务等共计
34个子系统，不仅能为高校教学管理
工作提供全方位、 全过程的信息化手
段，为全体师生提供个性化、移动化的
综合信息服务，还能及时收集、整理、
分析大数据， 为管理者提供高决策分

析支持。目前，该平台的系列产品已经
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大学等1000多所高校获得成功应用，
我省有60%以上的高校也正在使用这
款产品。

湖南青果软件公司董事长张光铎
介绍， 近些年来教育部在高等教育方
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比如大类
招生、学分制收费、创新创业等，急需
信息化手段的强有力支撑， 而这款平
台正是公司历时3年，专门为高校的新
需求打造， 将有力支撑高校落实各项
改革政策措施。

� � � � 为了减少化学农药用量，半年多来，一张张被冷藏的赤眼蜂卵卡离开长沙
繁殖大本营，乘车驰援省内多丘稻田———

赤眼蜂大战二化螟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梁辉 ）一
根特制的微波针经皮穿刺，到达肿
瘤中心区域，它释放的微波磁场可
使肿瘤组织坏死， 达到治疗的目
的。记者从4日在长沙举行的第三
届中国微波消融大师高峰论坛获
悉，微波消融技术已运用于肝、肾、
肾上腺、甲状腺、子宫、脾脏、乳腺
等多种脏器肿瘤治疗，为肿瘤患者
带来新希望。

53岁的刘先生于2017年4月
在体检中发现右肝肝癌，接受了右
肝切除手术。不幸的是，在9月底的
复查中发现， 左肝又有了一个3×
3cm的肿瘤。此时距离上一次开腹
手术不到半年，刘先生的身体无法
承受再次手术。湖南省人民医院介
入血管外科的专家团队，利用微波
消融技术，不用开刀即对肿瘤组织
进行“杀灭”。11月3日的复查报告
显示“左肝病灶坏死”，这表明刘先

生的新发肝癌得到遏制。
“微波消融就是将一根特制的

微波针， 在现代医学影像（超声、
CT和核磁） 引导下经皮穿刺到肿
瘤中心区域，在微波针上含有一个
1毫米大小的‘微型微波炉’，它释
放的微波磁场可以使周围的分子
高速旋转运动并摩擦升温，从而使
肿瘤组织凝固、脱水坏死，达到治
疗的目的。” 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
长向华介绍，这是一种微创肿瘤诊
疗手段， 最大特点是对患者损伤
小，不出血或少出血。微波手术可
反复多次做， 对正常器官无损，患
者恢复快，大多治疗三五天即可出
院。

本次论坛吸引全国各地放射
介入及肿瘤相关领域的2000余名
医务工作者参会，来自国内数十家
医院及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数
十位专家分享了各自在肿瘤微创
介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

一根微波针“杀”死癌细胞
微波消融技术开辟肿瘤治疗新途径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莹）11月8日，
湖南光琇医院邀请美国专家来湘
举办“地板时光”专项公益培训，
为长沙市残联管辖范围内的多家
康复机构专业人员开展免费培
训。 专家提醒，0至6岁是自闭症
治疗“黄金期”，患儿家长一定要
及时发现和干预治疗， 寻求专业
康复机构的帮助。

有数据显示， 自闭症发病率
已达到1%， 即每100个新生儿中
就有一个可能患有自闭症。 导致
自闭症的原因至今还不明确，但
最大可能是遗传因素。 与发达国
家相比， 目前我国的自闭症儿童
康复、教育方面存在着水平欠缺、
资源缺乏、社会扶持不足等困难。

美国阿肯色州西北医学中心
新生儿科主任、 湖南光琇医院特
聘儿科主任林波介绍， 此次举办
的“地板时光”公益培训，通过坐
在地板上和自闭症儿童互动，建

立和谐融洽的关系， 让孩子通过游
戏互动和行为互动来学习， 在互动
过程中建立眼神、逻辑、语言及情感
之间的交流。

“许多自闭症孩子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 家长不一定非得单方面把
他们拉出来， 可以试着融入他们的
世界。”林波介绍，这是一种发展取
向、注重个体差异、以关系为基础的
工作模式。“地板时光” 目前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也被广泛
使用。

林波提醒， 父母要对孩子的各
个年龄段仔细观察， 如果发现落后
于同龄儿童或有古怪行为， 应高度
重视。例如，6个月后不能被逗笑（表
现出大声笑）， 眼睛很少注视人；12
个月对于言语指令、名字没有反应，
没有咿呀学语；16个月不能说任何
词汇，不理睬别人说话；24个月没有
自发的双词短语（不会讲2个以上
词）；以及任何年龄阶段出现语言功
能倒退或社交技能倒退。

关爱自闭症儿童
美国专家来湘开展“地板时光”公益培训

2017意大利锡耶纳国际摄影奖揭晓

龚子杰获青少年组一等奖

拽住市场需求“牛鼻子”
———湖南工大科技学院校园招聘会见闻

智慧校园受追捧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杨张阳）昨天，由
中国书法家协会展览部、 长沙市
书法家协会、 望城区政府联合主
办的杨明臣师生书法展在省文化
馆开幕， 国家非遗青田石雕展也
同时开展。

杨明臣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以楷书驰名国内书坛，作品曾
入选全国第八届书法展、 第二届
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提名展等多
个全国专业性书法展。 其楷书根
植于王羲之和初唐楷书， 清雅明
丽， 书卷气浓郁； 行草书遒劲朗
润，生机盎然。

本次书法展展出了杨明臣及
其弟子的110余幅作品， 以楷书为
主，作品或秀丽，或雄强，或豪放，
或精严，风格多样，和而不同，受到
湖南书法界同行及观众的好评。

青田石雕以浙江省青田县的青
田石为材料雕制而成， 自成流派，奔
放大气，细腻精巧，形神兼备。2006
年，青田石雕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展览汇聚了青
田石雕大师张爱廷、林建新、叶建海
等创作的青田石雕精品以及青田名
贵印石共100多件。

据悉， 展览将持续到11月13
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杨明臣师生书法展暨青田石雕展开幕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余
蓉）传统文化该如何传承？幼儿艺术
教育又该走向何方？ 近日，“传统文
化传承与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主题
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以“传统文化传承与幼儿
艺术教育改革”为主题，旨在探索我
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路径， 实现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
富幼儿艺术教育改革的成果。

会议由湖南省教育学会幼儿艺
术教育专业研究委员会主办承办。来
自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省
内外学前教育领域专家学者， 江苏、
湖南部分学前教育机构共200余名代
表与会。湖南女子学院幼教专业教师
陈艳蓉介绍， 本次会议通过专家讲
座、主题研讨等形式进行研学教一体
的理论探讨，也通过活动观摩、案例
教学等展示了幼儿艺术教育实践的
“湖南样板”。

传统文化传承
从娃娃抓起

亲子运动
童真童趣

11月8日， 通道侗
族自治县“我运动·我健
康” 主题亲子运动会在
县民族广场举行， 孩子
们与家长互动游戏，共
同体验亲子运动的童真
童趣。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