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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杨正强 杨艳）5月31日是第31个“世界无
烟日”。 今天，国家级营养保健专家、湖南省胸
科医院院长唐细良提醒， 吸烟或吸入过量的
二手烟，危害很大；爱抽烟的女性，还可使皮
肤失去弹性和光泽，加快衰老。

48岁的刘女士，日前被诊断为肺结核、支
气管炎， 这已是第二次在湖南省胸科医院住
院接受治疗。 刘女士有20年烟龄，烟瘾大，每

天最少吸1包烟， 加之她经营一家麻将馆，长
期被动吸入二手烟。

唐细良介绍， 被动吸烟者吸进的有害物
质，往往比主动吸烟者更厉害。 烟草的危害，
主要来源于烟雾中的化学成分， 其中主要有
一氧化碳、尼古丁、焦油、苯丙比、放射性物
质、刺激性化合物及砷、汞、锡、镍等多种重金
属元素。

唐细良提醒，长期且大量吸烟，容易损伤

支气管黏膜和肺泡壁， 可导致机体免疫力下
降，引起肺部、心血管、肠胃道疾病，加重糖尿
病，容易引起老年性痴呆、不孕不育、中风、肺
癌及其他癌症。 此外， 吸烟也与结核病的发
病，发病后的严重程度，疗程的长短等，有着
密切的联系。

对于女性来说，吸烟可使女性容颜早衰、
月经紊乱、危及妊娠期妇女以及胎儿的健康，
严重的还将引发宫颈癌等多种疾病。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文立平）5月28日， 省教育考试院
发布高考相关信息， 据悉， 今年我省共有
111名残疾考生通过申请， 将在考试中获
得合理便利。

今年高考残疾考生的合理便利包括：
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延长考试时间，外语
听力免测，佩戴助听设备参加考试，携带光

学放大镜，使用轮椅携带拐杖等。
据悉，我省从2015年开始，为高考中

的残疾考生提供一项或几项合理便利，随
着政策的广泛宣传和规范实施，近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残疾考生享受到人性化的便
利。 2017年，我省有74名高考残疾考生获
得了合理便利， 今年的人数比去年又有增
加。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员
何丹） 供驾驶员查看车辆四周情况的智能辅
助驾驶系统、聋哑人日常交流APP……5月29
日至30日， 长沙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第三
届“麓山杯”创新创业挑战赛迎来决赛，28支
参赛队伍集中亮出创意， 展开激烈比拼。 最
终，译听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尚玺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以聋哑人日常交流APP、
学术不端查重检测系统拿下团队组、 企业组
冠军。

这次大赛以“科创岳麓、潮涌湘江”为
主题，自4月正式启动以来，吸引近1000支
团队报名参赛。 经初步筛选，有156支团队
进入海选赛。大赛除在高校设分赛场外，还
组织了高新区专场、 阳光100街道分场、王
府井专场、麓客众创专场等。 经过海选赛、

初赛等，初创团队组、中小微企业组各14支
队伍闯入决赛。

决赛中，团队组竞争尤其激烈，由中南
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等高校参赛团队
带来的项目，个个创意十足，难分胜负。 其
中， 湖南大学曹门视觉队研发的车载多编
组变角度360度全景环视系统，成功应用于
株洲中车智轨电车， 可供驾驶员清楚观察
车身周围情况，得到评委很高评价。

今年，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充分利用
区域内高校科技研发优势， 着力打造技术成
果孵化-转化-产业化服务链，助推科创经济
强势崛起。目前，岳麓区已拥有20多家孵化器
和众创空间，还特别成立了创业创新联合会，
助力区校、校企等实现资源共享、项目共孵、
平台共建、价值共创、利益共赢。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刘婕 彭司淼） 在历经12年无法用
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痛苦后， 江永县的
小唐终于可以开口叫“妈妈”了。29日上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内科诊室里，周
锐教授正在与小唐进行顺畅自如的交流。

小唐的母亲回忆，12年前， 小唐因为严
重外伤在当地医院抢救，紧急进行了气管切
开+导管置入术。由于年幼，气管上段瘢痕性
狭窄， 导致术后不能拔除气管切开导管，小
唐从此就依靠气管切开置入的金属套管来
保持呼吸通畅。呼吸虽然通畅了，但他的“声
门”却被卡住了，从那以后，他便失去了说话
能力。今年3月底，小唐来到了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呼吸介入亚专科主任周锐教授发现
他的声门下和气切上方的气管管腔已经完

全瘢痕闭锁，仔细分析病情后，确定了治疗
方案，安排了住院和硬质气管镜下T管置入
术。周锐教授团队历经5个多小时，克服重重
困难， 最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高难度的手
术。术后次日，小唐慢慢地开始锻炼发声，现
在，他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

周锐介绍，气管瘢痕狭窄是气管切开后
的常见并发症之一，据国内外文献报道，气管
插管及气管切开后气管狭窄的发生率约为
10%-22%，较多患者因气管狭窄导致长期带
金属导管生活，生活质量低。而复杂性声门下
气管狭窄是呼吸科、 耳鼻喉科和胸外科医生
公认的难题。近年来，湘雅二医院呼吸介入亚
专科已通过硬质气管镜下T型硅酮支架置入
治疗了多例复杂性声门下气道狭窄患者，让
他们再度自由呼吸，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袁忠
民 庄荣华）5月25日下午最后一节课， 永州市零陵
区边远山区学校郑家桥完小150余名学生齐声诵
读《弟子规》。在零陵区，每周五最后一节课，是各中
小学校校本特色课，如柳子街小学的“花鼓戏进课
堂”、黄田铺镇双牌铺学校的30分钟书法训练等。

近年来，零陵区提出打造“学在零陵”教育
品牌，计划用3年时间，形成“一校一品”区域教
育特色。 区教育局局长唐天光介绍，全区73所中
小学校都开设了校本特色课，7.3万余名在校学
生全部参与。 各校组织编写本土教材，邀请非遗
传人、名家等授课，开展兴趣活动、练习观摩活
动等，并创建校园读书墙、楼梯读书吧、橱窗、校
园广播、学习园地、校园网等阵地。

目前，零陵区各学校共聘请社会人士16名担
任特聘教师，编写了《零陵渔鼓传习要诀》等本土
教材31套，建立各类活动小组361个，初步形成“一
校一品”特色。徐家井小学开设“思源立品、开源成
器”的“井文化”课，去年创建为全国文明校园。

拒绝吸烟， 远离二手烟

女性吸烟老得快
特别的高考给特别的“你”

111名残疾考生获得合理便利

车厢禁烟
5月30日， 环保志愿者和公

交司机一起将手工创作的“禁止
吸烟”剪纸作品贴上车厢。 为迎
接第31个“世界无烟日”，长沙市
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沙社区组织
环保志愿者和居民代表一起创
作了60余幅“禁止吸烟”主题剪
纸作品， 呼吁共同营造一个健
康、清洁、无烟的公共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梦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李南南 任彬彬）今天是第二个“全
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省科协和湖南省科
技厅联合发出慰问信， 向奋斗在全省各行
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
切的问候! 向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 � �慰问信说，2018年， 科技创新工作面
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要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 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大力弘扬爱国、奉献、求真、创新精
神,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创新
先锋，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创新争先、再立新功，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省科协省科技厅致信慰问
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

5小时手术打开“声门”
时隔12年，小伙再次开口叫“妈妈”

零陵区特色文化
浸润中小学生

第三届“麓山杯”创新创业挑战赛决赛落幕

岳麓山大学科技城
上演高水平“创意对决”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通讯员 夏润龙
曾映雪 记者 胡宇芬）今天是第二个“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省科技厅、省知识产权局、
省农科院联合举办“创新引领 相约科跑”
环松雅湖长跑比赛和“科技创新 法治宣
传”志愿服务活动。 240余名科技工作者相
聚长沙松雅湖湿地公园，庆祝自己的节日。

本次比赛全程约9.4千米，分男子组和
女子组同步进行。 比赛开始前，骤降大雨，
但丝毫没有影响选手们的热情。 随着一声
令下，选手们冲出赛道，在雨中形成了一道

壮观的人海景观。在跑步比赛进行的同时，
志愿服务小组也走上街道， 进到社区，将
200份科技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资料发放到
公众手中，让更多的人了解科技法规，用好
科技政策。

从去年开始，每年的5月30日为“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弘扬中国科学家
精神，争做新时代创新先锋，为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再立新功。 ”

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科技工作者“相约科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