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1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雅文文教13

! ! ! !!"#$%&'()*+,-./01234567
89:;<=36>"#$%&'%() ?@ABCD-EFGH
IJ *($$$ KL-MNO+PQRSTUVWXYZ[\
]^_-`abcd_efgd_h

ijk+lmnopq^rd_Rstu+,,-.
//000123443561+7585169:1;5vw "p<x=yz{t
|+5<=<>1+7585169:1;5/<>?0/vw }1\~����Rs
t|0001;@66?A169:1;5v�������

!"#!}1��!o��@�%&��\�
!"#$ $ ## % #% &

!"#$

! ! ! !!"#$%&'() "#$%##& *+,-./'%&0
1234 '((((( 56'789%&:;/<=>?@A
BCDEFGHIJKLM'NOPQ1MRST1MU

VWX%YZ[\]^LM1M_`ab)**+,
-.///012332450)647405890:4cdefJg2hij_`a
b)**+,--///0:;55<=05890:4cd \]klmnopa
b)**+,--///0)4>?>@A589A:4.>@</cqr>?stu

!"#!efvwxyz{K|}~J�
!"#$ $ ## % #% &

!"#$%&'()*
!"#$%&"'()*+,-./01234"5

6789:7;<=7>?@A!BCDEF"2GHIJ
KLM"NOPQREST"2&"UVWXYZ[

\]^E_2`aCbcdeEfgh7>ijkM"
UlmnopOP[ OPqrsE2OP)*/tuqv
w7?xyz{|}+f~"U����7~"����7
��*k/t����mn7M"����7M"��{
|�opL���OPE f�y��M"��op��E
����O ¡¢�/op£¤E¥¦�§¨©ªE�«
jk¬§¨[ ®�ECDg ¡¯°C±�>²M"U
�)*E³´µ¶M"©·E¸¹º»M"U�¼½¾E¿
À]ÁÂ�E"�Ã¿ÄÅÄÆEÇ?M"���ÈEÉ%
M"�Ê�ËÌ��)*EÉÍÎÏÂÐEÑÒÓiEÔf
ÕÖM")*��iEf×ØÙÚE�ÛÜÝÞ7ßàop
L4áÍâEãÍäA�M"åæPEST/çèéê�M
"E!"2ëìíKîïð%�M"Ùñ[

QRJK3^E /ò12óôõJKö÷ø÷M"
OP ! ùEJK4M"UlúA7å�På§ 4̈û]üýA
{þ(pR " ùEÿ!4"#A$%7&'()*+E�P
M"�� #$ ,Eí�§¨u-. $ /E"01íU¯,
M"��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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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123456789%:;<=%>>??%=
@A<% BCDEF'*+,GHIJK%
LMNOPPQRD*STUUVWXS
YZ[\]-./^_/`abcdefg
h_=ijklmno

pNq%-./fghDrstuv/
wx " yzwc{' #$ |}~��GDf
z%" ���=��b/��=wo ��%-
./��bc��N/��P_�/���D
��fgh��%��N�g��-./b
cdefghrs}��% �/g ¡/�
¢fg%£¤¥/g¦§¨=©D¥/g 
¡/�¥¢fg% /`aª« ¡/�f
g%fz��¬�P®ª« ¡¯�f0
g%°±²yf¡¤³´µ¶�·¡¸rµ
¶�¹º»¼µ¶o

!"#$%
&'()*+,-./0

5d3<½¾¿�ÀÁqÂÃ�DÄÅ
ÆÇ�È6ÉÊ�Ë±ÌÁÍ%ÎÏÉÊÄ
ÅÐ¨�ho 9ÑDÒÓ6vÉÊÄÅ�Ô
Õ�NÖD®×o ØÙ�\%-./^�/`
aÚÛ�ÜÝÞrsfgheß}��Dà

á¦®×%âãäå%hæ}�%çèrs%
¸r·¡%ué5<½)f_=@A<9Dm
ê�ë%bcìßfgh¦=ijklíî
mê%ïðNOñDMòó

�ô�õ�öD÷è¾¿%møÉùú
=_ûüýþÿfP=�[!nÍ¬"µi
j%#$%&N-./�õ�ö¾¿¦EF
DÉ'Éùó b/ÚÛ5OfO(9¦5Of
O)9Dmê®×%bc*¿fÜ¨+,-
./mê%§zw_§eø_§/wbc0-
%&fÜ12DÆÇ%3ï45_67_%8
9:;L<bS=>fÜ?@AB%C�0
iDEF_GøcHij_ûü=Iýþ_J
K=���LM3N_OMP�_LMuQ_
RS=w9ÆÇ@T%U���ãr_V7
DfÜ(�%bcWXfÜ=Y_=F_=w
9Z[AB¦\]�ëó

��% -./����N^_DfÜ`
>%()-.0_abf_Ýca_d¨bf¦
efghij��NklbcDm�%nT0

D_ ijHDAB�bc.@%"o/�fg
p' %q*rsefgt·%uv§wxy�
¨nf�P_�/����f0gäåz{l+
rs}�%abf¦Ýcaz{l+mêrs
}��ô "q|}¾µb/%Z~'ÚÛrs
��®×{�d3l+mêó

'b/fÜ(�?�G%hæ�b/=
w�Ëz{l+}�% ³�=�H±Ì_=
wAT¨+_=ijkl_=�b±�_=Ä
Ål+_=ÉÊ��9 & 6¡¤%�°��
To_�{à�_mêx�_^M#�%^M
�î}��h%LM5OfO)9Dz{l+
��%bcd3fghmêD*¿ó

12342
56789:;<=>

5��ÉÊ/T%��®��WR�¾
¿d�%Â[���ÄÅ_���Hv��
 ïO#D�õ¡gó 9b/í�fg�°

í]D¡¤¦�ë%¢£²yfÜDÆÇ@
T%£¤¥$_%&6_¦�:à�D$§Æ
Ç*¿�îl+eß%¨{ÁF�©qÂÃ
�ÆÇ%Áª«÷ïðMºó

*¿:L<_b}oD¬ùß%{�®
¯�öí°±!²._³�_´�¦ÐµfÜ
±Ì¨+D¶X·uó -./^_/`aÈ6
¬¸PÁÍ%�#¹P/¢fg_/�fg
,äAB¦öºx�% ¬d»¼��½%d
»5fgh9Ö¾¿¦ÖÀM%âã*¿�îl
+eßÁÂ¹P%®¯bc¸rfghD¬
·u%Ã3b=wD¨lºòó

¸rfghmêhÍ%£5O)Äa9´
z§wrs=ijl+_ kh±�ÕY_f
PÄÅÅÉ¨l_ÆÇ�î¨lÄ6�îl
+eß%È��í/�f�0�g_¥fgÉ
·�¨fzDÊË,Í¦µÃó ^M�M/
JK=�l+¡¤%°±()´zÌµÍÎ
ô'Ï=Y%yÐ<ÑÒ==H¬=YÌë
Ó ($$)% Äya4()D=YÁªÌµ*

ÏÔ È÷��ØÙÕ©Ö×#$D=©Ô
s%ÚëØ3eÙ/DÚÛÈÜ%°±�Ù
Õ�íÏÆÇðµ�º¨lÔ*¿5@+f
c_¨ÝfA9�îeß%yÐ@+JÞfc
ßà%rZfAZßà_Záâ_ZO�¦f
cZãäâD5ÄZ9�ëÔ�{�¬}åæ
ç£()´z=wtuxèéíÏÆÇ_ê
Æ3ez{¨ló

*¿bcÐµ%ëëì¸rfghDm
êíhó ��µ-íh%ñ©Í[ñ©£f
gstAB3eµ-% ¾ZÆÇµî¨Î%
£ïðt_ñt«YfPÄÅòµ#$ó×
D% ôMô\õå·¡öo¦·¡¶D·
¡%°±b/fghmê÷©*¿ó øùb
ú´�Ðµ% ��fghmêûü±ýh
Í%²qþb/mê3¿¦¼��½%ÿw
�EF!"DÃ�ÆÇ#�ö~$%%"�
öÐµó

��5̀ a«_�öÐµ_~F´�9
íh%&¿~F´�ªw%\t~F´�n
'%���ö~FÐµ(�íhÔ*¿)f
Ìf�Ceß%*§ß+�ö,�_ú-.
/9ÁF´�µ=ÄÅl+mêÐ\%01
ÉÊ4��Ô±2�{Á%U�3�()z
w]2ÉÊÄÅ%rZ5=@f4_<AW
S9Dmê�ë%56¶ú£WXÉùDÖ
©7_Ö®×%[8Õ9¶úEFD:ð;
¦<=;ó

!"#$%&'()*
?@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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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23456789:;
<=>?@ABACDEFGHI
JK# LMNOPQR)STUVW
+XTYZ[\I]^_`Yabc

Udefg'hijkLMl
ZYe"m;nopq)r LMN
OPQsDfLMOqtYuvw
-.Gx'#!" yzwZYP{V
P|}~ #" ��[r�����e
f��LM��c!yzr$%5O
YA�����s��W�=��
Y���`r LM5O��\I�
{_����r [�������
 ¡¢ d£¤G¥¦�§��`�
¨r© $%&' yªzrLMNOPQ
«¬®V Q1¯°±²³´4|
µ�¶SO[�·¸Y¹º�»r

¼½¾¿��ÀÁÂ�PQlZY
ÃÄÅÆ�r ª[�wÇÈÉYÊ
ËÌ+¥¦ÍMO��¢ $%&( yr
PQÎÏÐ)STUºÑÒÓÔÕ
Ö×ØÙIÚ#]ÛÔÕP{Ü\Ý
yz��Þ1r ßàáP`{âã
���äå`qr æçPQèDf
[éLMêëìí;<îïðY '%
�ñ;<# ª�òóôMF;<×
Ô_ÔÕwÇ[�TUõö¢

d%�Êq[�wÇÈÉ#!
yzPQ÷øÐùúËû# �ü�
�ÚYýþrÿ¶qNQ)Y�!r
µ�)S"#+,+-.GY�
»r$SOÊÃ%æ&'(&)*r0
)ð#++-.G¢ æçLMNO
PQèDf[éîï )% �ñ;<
,-.Y/0+,è1OTUr#

+_ $% �2+,+-.G¢ 3Dr
0�`�O45.GYPQP{r
+,67"�8*9:;< $ =
>r�8_?@AB¢ !6rPQC
#'()*+,+-.Gr ª+�

ÐW+D:r¤E+EÚYZ[æF¢
)STU&W+XTYZ[\

IrGLQHO{I~E[ÕJY
o�KLrÝyz1OMNOLP
0 *!+ª^r$%,- yQR1OM
£}~ *(.')+r ²STðUVú
q)óW1OM $.(/ 2XY!¢
Qì¬ $%,( y= $%,) y»Z[
\y]"^ìD_*`aU¬|
ÒbcÐef*`îïdefgì
¬Ú hi r PQj]klmd

Ð$%,(0$%,) y»noTpIqD
{KLq)Ú¢ "%&'#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李曼斯 周晖）今
天， 从长沙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传来捷
报， 在刚刚发布的2017年全国百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名单中， 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望城区雷锋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榜上有名。

据介绍， 此次遴选由国家卫计委基层卫
生司委托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开展。 在省、市、

县三级自下而上推荐基础上， 中国社区卫生
协会组织专家从工作能力、机构活力、服务引
力等方面， 对申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
综合材料评审和抽样现场核实。

在刚刚获评“全国百强”称号的岳麓区西
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大厅里有不少
患者正排队就诊。 “我家宝宝一直来这儿打疫
苗，听说这里档案联网，随时可以回查，挺让人

安心的。 ”家住雨花区的庞女士特地带着自己8
个月大的女儿来接种流脑疫苗。 作为湖南省第
一家省级预防接种数字化示范门诊，在该中心
接受疫苗的孩子都会建立电子档案，联网至省
疾控中心金苗系统。每只疫苗均可逆追，从而保
证孩子健康。 此外，该中心创新机制，推行流动
人口卫计均等化套餐服务、全国居民健康卡推
广等服务，获得居民的广泛赞誉。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李传新）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食药监局获悉，国家食药
监总局日前通报6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期组织抽检炒货食
品及坚果制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乳制
品，酒类，薯类和膨化食品，食糖和饮料等7
类食品632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
品626批次，不合格样品6批次。 此次抽检炒
货食品及坚果制品111批次， 不合格样品5
批次。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97批次，不合
格样品1批次。 其中， 天猫千百滋食品专营
店（经营者为长沙市千百滋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在天猫商城（网站）销售的标称浏阳市永
安镇湘思坊食品厂生产的蒜香青豆， 酸价
（以脂肪计）检出值为6.2mg/g，比国家标准
规定（不超过3� mg/g）高出1.1倍。 检验机构
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食药监局负责人表示，对抽检中
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已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依
法予以查处。 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
食品交易平台所在的食药监管部门必须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向社会公布风险防
控措施，3个月内向国家食药监总局报告核
查处置情况并向社会公布。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通讯员 罗恩华
记者 刘勇）11月10日，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
技术学院在校学生贺仁在长沙市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湘雅三医院，接受
了造血干细胞采集手术。 经过5个小时的采
集，医生成功提取14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
悬液，并于当天送往千里之外的上海，为一
位白血病患者点亮生命之光。 贺仁由此成
为全国第6873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贺仁2015年到长沙求学， 在学校举行
的一次无偿献血宣传中，她得知捐献造血干
细胞能够拯救白血病患者，并对捐献者本人
身体无害后，便毫不犹豫留取血样，将自己
的信息加入中华骨髓库。 今年暑假，长沙市
红十字会联系到贺仁，告知她一位白血病患
者与她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希望能够得
到造血干细胞移植。 在征得家人同意后，贺
仁决定接受捐献移植手术。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余蓉）为进
一步提升职业院校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和科
学化水平，昨天上午，全国职业院校管理水平
提升培训班在长沙正式开班。 来自全国29个
省市的160多所中职学校的负责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班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主办，省教育厅职成处承办。 培训班为期
3天， 所有参会人员将进行包含专题辅导、
经验分享、 工作研讨和现场教学等多项内
容的培训， 目的是帮助学校管理者主动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规范学校管理、深化

教学改革、完善制度体系、健全运行机制，促
进职业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省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多
宝贵经验。 其中建立的技能抽查和毕业设计
抽查两项制度，是湖南职业院校教学诊断和
改进工作实施中的独创，获得了国家教学成
果一等奖。 2016年，湖南启动了农村中职学
校专业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定向为农村
中职学校培养专业教师，并下大力气加强专
业教师培训，省本级设立1000万元职业教育
培训专项经费，重点提升中职教师队伍。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杨娜）昨天，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专家组，
对长沙市雨花区创建全国督学责任区进行核查
后，对该区创新教育督学方式、助推教育高位均
衡发展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雨花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落实中小学校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建设， 作为规范教育办学、促
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
抓手，建立“全覆盖、无缝隙”的督导模式。积极创
新督导方式，实行“贴地而行”的督导方式，即给
每个督学划定责任区，并挂牌督导，同时推行“订
单问诊”。 根据每个责任区、 每个学校不同的问
题，有的放矢进行督导和问题破解。 督学李庄针
对挂牌督导的学校作文教学比较弱的实际，开展
作文教学专题培训指导。

“贴地而行”的督导，打通了教育督导的“最
后一公里”， 有针对性地破解了学校发展中的一
些难题，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 雨花区成功创
建为湖南省“教育强区”，先后获评“全国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区”等。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熊湘玲）昨天上午，在张家界航空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园专场招聘会上， 一名已
经“专升本”的往届毕业生在母校支持下，顺
利与中航光电精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达成
就业协议，成为应聘人才中特殊的一例。 该院
就业品牌优势及人性化服务由此可见一斑。

据了解， 这名幸运的往届毕业生名叫肖
魏权，是该院2016届毕业生，毕业后通过“专
升本”考入省内某大学读本科，将于明年6月
毕业。 肖魏权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顺利签约

自己心仪已久的工作。
近年来，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突出国防、 航空工业特色以及张家界地方特
色办学，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毕业生就业
工作之路，毕业生就业面向广、比例高、质量
优。 根据省教育厅毕业生数据库统计，近3年，
该院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7.31%、96.10%、
95.57%，稳居全省同类院校前列，连续3次被
评为省教育厅毕业生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
优秀单位，连续4次被评为湖南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长沙两中心上榜
食药监总局通报6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浏阳蒜香青豆上榜

湖南水电职院学生贺仁有爱心
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治上海患者

全国职院管理水平提升培训班开班

“贴地而行”督导
助推教育均衡

张家界航院毕业生走俏

2017年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布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罗葵 司念伟）鼠标一点，遍布“岳
阳教会学校”各建筑的探测器、摄像头全
部运作，古建筑全景呈现在屏幕上，连轻
微变化也被捕捉到。 11月14日，湖南理工
学院历史建筑保护“文物云”平台正式运
行， 首批共有包括故宫在内的70余个古
建筑纳入了监测系统。

2015年， 湖南理工学院和上海建为
历保工程公司合办了教育部特设专
业———湖南首个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
业，并开始招生。 2017年6月，校企携手，
以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为依托， 建设
历史建筑保护“文物云”，为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搭建平台，力争在三五年内，将南
方重要的、 有代表性的文物全部纳入监
测平台， 把基地建成南方古建筑的大数
据平台。 省文物局授予该平台为“省级文
物建筑保护利用重点科研基地”。

“文物云”主要为古建筑开展监测预

警及安全防范，同时实现古建筑管理和信
息分享。 平台利用当前成熟的移动互联
网、无线通信、虚拟现实等技术，结合考古
学、古代建筑学、建筑结构学等知识，针对
重要文化遗产进行多角度、 全方位的监
测、管理及活化利用，实现文物系统的万
物互联。“通过云监测平台，纳入监测的历
史建筑现状一目了然，不管是人为破坏还
是自然灾害，都能及时报警，方便第一时
间处理。 ”该基地负责人向南说。

走进研究基地，在古建筑活化利用
展示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现代技
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实现了充分结合。 该
校土建学院院长杨恒山表示：“我们旨
在将文化遗产活化到移动终端，通过音
频讲解、实景模拟、立体展现等多种形
式，在数字化的历史遗迹与观众之间搭
建文化遗产展示平台，这是校企双方在
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积极探
索。 ”

古建筑保护装上“千里眼”
湖南理工学院古建筑保护“文物云”平台建成投用

银杏黄
景色美

11月12日，湖南烈士公
园年嘉湖边的银杏树一片
金黄，犹如披上“黄金甲”，
唯美如画。 近段时间，星城
长沙城区的银杏树叶开始
由绿变黄，成为初冬的一道
美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