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5年到九都
村开展扶贫帮扶以来，省科技厅先后
多次到村里调研指导扶贫工作，安排
4名驻村工作队员长期在村开展帮
扶，投入扶贫资金455万元，协调争取
相关部门资金277万元， 并通过大力
争取“三区人才”、科技特派员等专家
的技术支持，依托特色产业合作社开
展产业帮扶。

目前正与炎陵县农业龙头企业
丰农公司合作推进100亩猕猴桃基地
建设。同时，引进炎陵县福来喜鹅业、
搜农电子商务等公司进行委托帮扶，
所有贫困户均实现分红受益。

通过3年的帮扶， 省科技厅驻村
工作队成功探索出一条科技带动、专
家支持、农户示范、项目推广的农村

特色产业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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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胡世雄 罗垲炜

目前我省已进入流感高发季。 随着气温
骤降，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感冒发烧患儿“爆
满”， 一些小学幼儿园因病请假学生增多，有
些家庭集体“感冒”。1月4日，湖南日报记者从
湖南省疾控中心获悉， 近期我省流感样病例
数量明显增加，发病高于前两年同期水平。

其实，自入冬以来，不少人发现身边时常
有人感冒发烧，感觉这波流感比较严重。是什
么原因造成这波流感“来势汹汹”？市民该如
何防范？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正值流感季，
多因素叠加利于病毒传播

每年入冬，是小儿流感的高发季，今年的
情况比往年更严峻。 记者从湖南省儿童医院
了解到， 医院急诊科每天接诊的患儿超过
1000人次，多的时候近1500人次，其中8成为
感冒发烧患儿。

根据湖南省23家流感监测哨点医院监
测结果显示， 流感样病例占就诊病例总数的
比例不断上升。2017年第51周（12月18日至
12月24日）， 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病例
总数的6.35%，高于前一周（5.42%）水平和前
两年同期水平（5.33%、5.36%）。

“虽然高于前两年同期水平，但仍属于我

省流感波动的正常范围。”省疾控中心传染病
预防控制科主任医师邓志红介绍， 根据采集
到的样本分析，当季流感病毒中以B（Yama-
gata）型为主。

专家介绍，流感病毒分为A(甲)、B(乙)、C
(丙) 型，2009年以来我省流感病毒主要为A
(H1N1)、 A(H3N2)、B(Victoria)三种亚型交
替流行，B（Yamagata）型流行较少，所以居
民对该型流感病毒抵抗力较弱， 容易感染致
病，而且目前的流感疫苗对B（Yamagata）型
流感的保护效果也有限。

“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3月，我省流感疫
情都会呈季节性高发， 这段时间医院流感样
病例就诊人数会明显增多， 学校等人群聚集
场所时有流感暴发疫情发生。” 邓志红介绍，
当前正是流感高发季，流感病毒喜冷怕热，低
温环境下比较活跃，容易感染人，加之冬天早
晚温差大， 气候变化频繁， 身体易受寒气入
侵，机体抵抗力降低。另外，冬天门窗大部分
时间紧闭，室内空气不流通，这些因素都有利
于流感病毒传播。

流感和普通感冒有区别，
正确面对可防可控

冬春季不仅流感高发， 普通感冒也发生
较多，这也常常给人造成流感严重的感觉。

省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刘静解释，两者
不管是病原体、症状，还是治疗方法都有很大

的区别。普通感冒的病原体主要是鼻病毒，症状
往往以流涕、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通常表
现为低热或无发热，没有特效药，以适当补水、注
意休息为主，一般5天至7天就能自愈；流感的病
原体为流感病毒，往往起病急，有时持续高热不
退，往往伴有四肢酸痛、全身无力等全身症状，患
者服用奥司他韦等抗流感病毒药物可治愈。

流感之所以“杀伤力”强，关键在于传染性
极高，但无需恐惧，正确面对、理性处理，可防可
控可治愈。疾控专家提醒，在每年的流感流行季
节之前（9月至10月）进行流感疫苗接种，可减
少感染流感的机会或者减轻流感症状； 在流感
高发期，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
不得已必须去时，最好戴口罩；避免接触有流感
样症状（发热，咳嗽，流涕等）的病人；勤开窗，保
持室内空气新鲜，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
洗手，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
帕捂住口鼻。

患流感后要注意休息，不要带病上学上班，
不要出入公共场所， 避免与家人密切接触，咳
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掩住口鼻，擦拭口鼻后及时
洗手；多饮水，注意营养，避免剧烈运动；密切关
注病情，病情发生变化应尽快就医；老年人、低
龄儿童、孕妇、肥胖、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流感患
者易发展为重症病例，应及早到医院诊治。

专家提醒，学校、幼儿园等人群聚集地是流
感好发场所，且儿童、青少年免疫力较差，易被
传染。预防流感的大面积传播，需要学校、幼儿
园与家长们的共同努力。

通讯员 赵琦 刘坚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冬季，正是黄桃修枝清园、施花前肥的
时节。炎陵县沔渡镇九都村贫困户尹马松在
自家黄桃园忙得不亦乐乎。去年挂果的2.5亩
黄桃，卖了4万多元钱，尹马松高兴着呢。

这样的日子， 始于3年前他听到的一次
劝说， 至今难忘。“多亏了省科技厅工作队，
不然我守着这70多亩山地，还是没法致富。”

尹马松所在的村子是全镇贫困人口
最多的村。2015年， 省科技厅被确定为该
村的帮扶单位。经过调查摸底，扶贫工作
队确立了依托科技发展产业促进脱贫的
主攻方向。

黄桃是炎陵县的一个优势特色农产
品产业，在全省小有名气。当工作队了解
到尹马松家的实际情况后，主动引导他种
植黄桃。尹马松开始有点将信将疑，但还
是相信政策，相信帮扶工作队。当年试种
2.5亩，历3年陆续扩大到7亩。

缺技术，工作队就联系专家手把手教
他，从整地、播种、铺滴灌和覆地膜，一直到
采收，全程指导。缺资金，工作队又联系了
炎陵县农村商业银行，为他争取到政府贴
息贷款5万元。

“长远来看，要实现贫困户稳定脱贫，
关键还是要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我们依
托科技资源优势， 引导大家结合自身实
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省科技厅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周忠东介绍，工作队在
黄桃种植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联系上海农
科院专家叶正文到村指导黄桃种植，目前
已发展黄桃150亩，成立了黄桃合作社，带
动了贫困户致富。

有了产业，就有脱贫的希望。而且，发
展产业能实现村民家门口就业，让村里老
人不再空巢，儿童不再留守。另外3个专业
合作社，一个个在村里诞生了。

扶贫工作队发现，九都村土壤多为黄
棕壤土和小黄泥夹砂， 适宜茶叶生长。这
个发现最终得到了村里的支持。按照“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茶叶生产模式，工作
队积极争取扶贫专项资金， 流转农民
土地35亩，开垦成为茶叶基地，配备了
高效自动灌溉设备。 同时引导省农科
院与村茶叶合作社“点对点帮扶”，有
30户贫困户103人自愿入社。合作社还

与当地一家茶叶龙头企业建立了委托帮扶
关系， 企业已经向村集体拨付帮扶收益
4.18万元。

利用冬闲农田，食用菌合作社的地盘也
扩大到了20余亩。在工作队的邀请下，菌棒
制作、菌棒下田等关键环节，省食用菌研究
所专家胡汝晓教授从长沙赶到村里，现场进
行指导。村民欧阳兆先搞起了香菇种植：“以
前一般卖鲜菇，现在产量大了，我们买了烘
干设备，用木材烘干，全天然无污染，很香。现
在政策好，只要愿意干，就有希望挣钱。”

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已在村里种植白芨
20余亩，也曾经历一些波折。汤义显种植的
白芨根茎出现霉变坏死，可急坏他了。工作
队赶紧邀请省农科院贺爱国教授到基地来
“看病”。 一番诊断后， 发现问题出在肥料
上，马上教他调整。种苗成本偏高、技术不
规范等问题都冒出来了，怎么解决？工作队
又请来省农业环境生态研究所等单位专家
“会诊开方”。汤义显告诉笔者，目前白芨种
植已经走上正轨了，将继续流转土地，把规
模扩大到50亩。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瞿宏红 舒莎 张晖

经常从云南往北方运输水果的司机张某
怎么也想不到， 他的货车底盘下竟然藏着一
个神秘的“炸药包”。2017年2月22日，张某在
杭瑞高速沅陵服务区休息时， 发现有陌生男
子鬼鬼祟祟钻到货车下面。“炸药包” 隐藏的
秘密这才被发现。

2017年12月29日，沅陵县公安局向湖南
日报记者透露： 该局已将一起特大运输毒品
案移交怀化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此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韦某波、韦某春、周某茂、韦某
丹4人，缴获毒品海洛因7519克，扣押涉案车
辆3台、银行卡19张、涉案手机若干部。

7519克海洛因暗藏车厢底部
去年2月22日11时50分， 在杭瑞高速沅

陵服务区， 货车司机张某与一陌生男子发生
纠纷。

接到报警后， 沅陵县马底驿派出所民警
立即赶到现场处置。经询问获悉：司机张某、
王某2人驾驶辽G牌照的大货车，从云南省孟

连县（与缅甸接壤）勐马镇以批发价购进香蕉
后运到北方出售。 张某将货车停在沅陵服务
区休息时，发现一陌生男子钻入车厢下面。两
人随之发生扭扯， 另外一名陌生男子前来劝
架。蹊跷的是，得知有人报警后，两名男子先
后趁乱逃离。

陌生男子为何要钻入车厢下面？ 民警在
货车底盘处发现了一个被密封得十分严实的
“包裹”，包裹外露出一根红线，怀疑是“炸药
包”。

案情重大， 民警立即向沅陵县公安局汇
报。刑侦、禁毒、治安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对这
个来历不明的“包裹”进行拆解。民警先后发
现20包透明包装的白色条状物品，内包装上
标有“999”缅甸高纯度海洛因专用标志。经
检验，该物品中含有吗啡成分。每包海洛因毛
重400克，共计净重7519克。

该案被确定为省公安厅督办案件。 警方
成立了“2·22运输毒品案”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根据线索分析： 嫌疑人为逃
避云南边防严格的缉毒检查， 将毒品偷藏在
长途货车的底盘下，然后一路尾随而至，想借
货车之名“暗度陈仓”。这是典型的“人货分

离”方式运输毒品案。

千里追踪缉拿嫌疑人
专案组围绕货车司机与陌生男子的纠纷现

场展开排查， 发现两名嫌疑男子乘坐一辆银白
色小车逃离现场。经过持续追踪，专案组民警发
现当日13时许，两名嫌疑男子经过乔装打扮之
后， 伙同第3名男子从怀化市区逃回了广西柳
州市。之后便人间蒸发。

专案组在怀化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大力支
持下，顺藤摸瓜确定了3名嫌疑男子韦某丹、韦
某波、韦某春的身份，他们均系广西柳州人。同
时，发现韦某波有涉毒前科。

去年5月26日， 专案组民警发现韦某波等
人又出现在云南省孟连县，即刻驱车2000余公
里连夜赶赴云南， 找到了嫌疑人韦某波的落脚
点。通过排查，另一名嫌疑人柳州籍男子周某茂
也进入了民警的视野。

经过长达6个月多次辗转云南、贵州、广西
三省区的侦查， 专案组民警已悉数掌握了这一
运毒团伙主要嫌疑人的全部信息。8月11日，在
沅陵县公安局局长谢久文、 专案组组长全海鹰
统筹指挥， 在柳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等单位协
同下，当天把韦某波、韦某丹、周某茂、韦某春先
后抓捕归案。

经审讯，4名嫌疑人对自己多次从云南运
输毒品麻古及海洛因到多地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科教前沿

近期我省流感发病高于前两年同期水平，疾控专家解答———

这波流感为何“来势汹汹”

货车底盘下的神秘“炸药包”
———沅陵警方破获“2·22运输毒品案”纪实

湖南日报1月4日讯（通讯员 喻诚 记
者 左丹 ） 由中国龙狮运动协会主办的

“2017年全国舞龙舞狮裁判员培训班”近
日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5个省
市自治区的370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本届培训为期3天，包括舞龙裁判法、
南狮裁判法、北狮裁判法、龙狮文化传承
与发展以及龙狮裁判员礼仪等5项内容。
培训后对学员进行笔试
以及视频打分。 考试通
过后， 根据学员的考勤
情况、考试分数、原裁判
员等级， 为学员颁发结

业证书以及相应的裁判等级证书。
湖南农业大学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舞龙项目的传承学校和实践基地，
2006年将舞龙舞狮运动引入课堂， 列入
专业教学计划和公共体育课教学内容，
并于2013年成立舞龙舞狮队。近年来，湖
南农业大学舞龙舞狮队共获得国家级比
赛冠军37项。

科技扶贫故事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4个特色社 撑起致富梦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李叶）今天，湖南省博物馆学会第八
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博物馆规划与建设专
题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博物馆召开, 全省
百余家博物馆（纪念馆）和相关单位的180
余名代表参会。

本次会议由省博物馆学会主办。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第七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
报告》《财务报告》。湖南省博物馆学会第七
届理事长、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再次
当选理事长。

研讨会上，来自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党
史陈列馆、长沙市博物馆、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博物馆、永顺县老司城博物馆和醴陵

陶瓷博物馆的6名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经验
和做法。新开放的湖南省博物馆建筑大气优
美，内涵丰富。该馆馆长段晓明以《建造一座
有温度的博物馆》为题，从建筑设计中的前
置考量、以观众的视角配置服务设施、利用
科技手段提升服务水平等3个方面， 详细阐
述了人性化设计在省博物馆新馆中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我省各级政府对文化事业
发展的日益重视和投入的不断增加，各地博
物馆新建和改扩建工程项目相继提上日程，
如何科学、合理、高效地规划和建设博物馆
成为我省博物馆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次研
讨会共征集到论文72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
近年来我省博物馆建设的面貌。

省内专家探讨博物馆规划与建设

全国舞龙舞狮裁判员培训在湘举行

流动图书馆
进校园

1月4日上午，长沙市开福
区自安小学，学生在流动图书
馆看书借书。当天，长沙图书馆
总分馆的流动图书馆小巴车开
进该校，为师生服务。2017年，
长沙图书馆总分馆的流动图书
馆进校园为师生服务次数达
322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陈冀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