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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曾佰龙

在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道半
边街社区一间阴暗潮湿的破旧工房
内，住着一户特殊的贫困户。 户主是
75岁的刘国安老人和他73岁的妻子
李意群，两人双双卧病在床，生活不
能自理，长子刘亚平和次子刘湘平形
影不离陪在病榻前尽孝已有26年。

6月5日， 记者走进刘国安家时
已临近中午，刘湘平已为父母准备好
了午饭。一份肉饼蒸蛋、一份苋菜，这
就是他们简单的中餐。只见刘湘平慢
慢地将父母背到饭桌前坐下，细心地
将饭和菜放在调羹里，然后一勺一勺
地喂给父母吃。 直到父母都吃饱了，
他自己才肯动筷子。

吃罢午饭，忙完了家务，兄弟
俩向记者讲述起不幸的家事。

1992年，刘国安因脑血栓引发
中风偏瘫。 不久后，他的妻子李意
群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夫妻双
双成了瘫痪在床的重症病人。 照顾

两位老人的重担，一下落在了刘亚
平、刘湘平兄弟俩的身上。 那一年，
刘亚平25岁，刘湘平22岁，都还未
成家。 为了撑起这个家，作为家里
长子的刘亚平帮人修过车，干过采
购；次子刘湘平踩过三轮车，卖过
鞋子，送过槟榔。 但因为要照顾父
母的缘故，他们所有工作都干得不
长。 两兄弟成家后，仍跟父母同吃
同住，方便照顾两位老人。 后来，刘
湘平的妻子患上了哮喘，刘亚平的
妻子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 两位孝
顺的媳妇为了支持丈夫尽孝，住回
各自的娘家屋里，时常也来公婆家
帮帮手。 一边要对妻子和孩子尽
责， 一边要对养育自己的父母尽
孝，兄弟两人的负担很重，但他们
还是坚持下来了。“我娘晚上要起
来七八回，都是我伺候的。 这20多
年来，我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我们
细心地照顾,能使父母开心地活着，
自己再苦再累又算什么！ ”说到这
里，刘湘平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左
丹）今天，全国高校“学习新思想千
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湖南启动仪式
暨首场授课活动在湖南师范大学
举行。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
民、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吴家庆为该校1000余名师生
代表做了首场授课。

李民以“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
大学，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题，重点
阐述了高校如何在中国特色上下功
夫，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建设高素
质教师队伍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
系。 吴家庆详细解读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系统阐释了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学习和实
践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

“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
堂课”， 是教育部为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国
高校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 据悉，
从今天开始到6月19日， 湖南巡讲
专家将到全省各高校进行授课，同
时还将通过网络等形式，实现我省
高校师生全覆盖。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李
传新 通讯员 李萍 龚群 周蓉荣）

“中塞妇儿保健创新项目” 启动仪
式昨天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举
行， 塞拉利昂第一夫人法蒂玛·比
奥与卫生部部长乌瑞出席。

“中塞妇儿保健创新项目” 由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湖
南省卫生计生委和省人民医院承
办。 在启动仪式前的一个月，先遣
队员已抵达中塞友好医院，开展临
床带教、课题演讲、操作演示、免费
义诊和疑难病例会诊等活动。 该项
目计划为塞拉利昂培养一批专业
技术人员， 包括接收2名妇产科医
师、2名儿科医生到省人民医院进
行培训；在塞拉利昂举办“中塞妇

儿保健学术论坛”，为当地妇女、儿
童免费义诊和普查100例； 协助中
塞友好医院建立妇儿保健门诊，协
助建立规范性的技术指导和工作
流程等。 同时，将为塞拉利昂捐赠
包括胎心监护仪在内的一批设备、
耗材以及药品。

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吴鹏在
致辞中表示,�塞拉利昂是湖南省对
口援助的非洲国家，湖南省已经有
19批援塞的医疗队为提高塞拉利
昂人民的健康水平、推动中塞卫生
合作、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了
贡献。 目前中塞双边关系已进入新
时代， 双方将加强在各领域的合
作。 项目将为塞拉利昂妇女、儿童
带来福祉。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雷鸿
涛 通讯员 周纯华 龚俊利）近日，怀
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怀化4家基层
法院， 集中对5起恶势力犯罪案件进
行公开宣判，一审判处17名被告人四
个月拘役至十一年有期徒刑不等刑

罚。
这5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分别为：

吕某聚众斗殴、赌博案，林某某等5
人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案，杨某
等3人寻衅滋事案，周某某等4人寻
衅滋事案， 胡某某等4人非法拘禁

案。
在林某某等5人组织卖淫、协助

组织卖淫一案中，经法院审理查明，
2016年9月，林某某伙同王某某、吴
某某为组织卖淫活动， 在鹤城区一
家酒店的男士休闲会所以招聘及邀

约的方式，逐渐形成以上述3人为负
责人，“瑶瑶”等为中层管理人员，梁
某某等为一般参加者，从事招募、管
理和组织妇女卖淫的犯罪集团，招
募、培训、管理数十名失足妇女从事
卖淫活动。 鹤城区人民法院对林某
某以组织卖淫罪， 一审判处有期徒
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文坚）今天，长沙县公安局对外
发布， 该局打掉一个盘踞在长沙地区、
通过“套路贷”手段敲诈勒索他人财物
的恶势力团伙，刑事拘留21人。

1月22日，长沙县公安局接群众举
报， 称其因借高利贷陷入网络循环贷，
被放贷人员暴力追讨巨额债务近百万

元。 民警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位于长沙
市的宝悦鼎时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和位
于星沙的宾盛寄卖行2家公司的股东邹
某、曾某等人有重大犯罪嫌疑。

经查：2015年初， 犯罪嫌疑人邹
某、王某、李某出资注册宝悦鼎时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 对外承接银行催
收、小额贷款公司催收业务，后吸纳

熊某、曾某等人为股东，从事催收业
务。 2016年，犯罪嫌疑人邹某、王某、
李某、曾某、罗某等人出资注册宾盛
寄卖行，非法从事放贷、催收等业务，
通过对受害人转单平账等“套路贷”
诈骗方式，致使受害人陷入该团伙的
圈套， 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采取暴
力、软暴力方式催收债务。 其中受害

人黄某、 崔某等人被该团伙诈骗100
余万元。

4月4日，该团伙部分骨干成员在
前往株洲暴力索债时，被株洲警方抓
获。长沙县警方立即对其余团伙成员
开展收网行动。 当晚20时许，有17名
团伙成员被陆续抓获。 目前，该案已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21人，扣押涉案
车辆3辆，冻结资金120余万元、房产
数套。在逃人员追捕和案件审讯深挖
工作正在进行中。

学习新思想
同上一堂课

“中塞妇儿保健创新项目”
举行启动仪式

兄弟俩照顾瘫痪父母26年
扫黑除恶进行时

怀化集中宣判5起涉恶案件

长沙县警方打掉一个“套路贷”犯罪集团

多彩非遗
迷游人

6月6日， 民间艺人表演非
遗节目《三棒鼓》。当天，张家界
市武陵源区溪布老街景区开展

“多彩非遗·美好生活” 主题非
遗展演活动，三棒鼓、土家打溜
子、 土家花灯等丰富多彩的非
遗项目轮番亮相， 展示当地保
护和传承非遗文化成果， 吸引
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吴勇兵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李青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6月6日是
全国爱眼日，专家提醒，重视眼健康，
定期进行眼部检查，好好保护你的眼
睛。

五花八门的用眼恶习
6月5日，爱尔眼科和一点资讯联

合发起的《国民手机用眼行为大数据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北京发
布，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让人震撼的数
据：

截至2017年12月， 我国网民规
模达7.72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亿， 占比达到97.5%。《报告》显
示，参与调查的数万名网友，平均每
天看电子屏时长近6个小时， 占全天
时间的24%；每天使用手机的次数达
108次，即一天24小时中，每13分钟
就会使用一次手机。

从年龄层来看，大家沦为“手机
党”的原因不尽相同。 手机成为60后
哄孙子的“必杀技”，成为70后听歌、
追剧的文艺装备，成为80后职场妈妈
深夜“剁手”工具，成为90后男生的手
游和90后女生更长情的陪伴者，成为
00后哪里不会点哪里的学习机。

伴随着使用手机的频率、 时长高
涨， 随之而来的是五花八门的用眼恶
习。《报告》显示，95%以上的人有不良
手机用眼习惯， 其中在交通工具上使
用手机的占比达到79%，以不正确的姿
势（躺着或趴着等）使用手机的达66%，
在黑暗环境中使用手机、 在强光下使
用手机的人数也不少。

重视眼健康迫在眉睫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

导师李绍伟教授说，在这个手机盛行
的时代，国民的用眼负荷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重，重视眼健康在这个时代
显得尤为重要。 他认为，长时间手机

光线照射，或增加多种眼病的发病几
率。 据统计， 目前我国有逾6亿人近
视， 有1000万青光眼、600多万白内
障以及1160万眼底新生血管疾病患
者。 伴随“指尖生活”的盛行，中老年
易患的白内障、老年黄斑变性，中青
年易患的青光眼、干眼症，以及青少
年易患的近视、斜弱视等正在快速增
加并明显呈年轻化趋势。 李绍伟建
议，在眼睛没有发生问题时，也一定
要定期进行眼健康检查，将眼疾扼杀
在摇篮里。 尤其是青少年，更要引起
重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中国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
一：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
过七成，并逐年增加，小学生的近视
率也接近40%。 电子屏幕、不良光线、
姿势不正确、用眼时间太长，以及视
物过近等，都是造成青少年近视问题
日益严峻的重要因素。

初患近视者如果不予重视，不接
受及时矫治，近视度数会以每年50度

至200度的速度增长。 近视度数达到
600度的高度近视患者遗传下一代
的几率高达80%。 在我国因高度近视
造成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脱落进而导
致失明致盲的人， 每年高达60万人。
李绍伟建议，青少年每半年就需要进
行一次眼健康检查，及早发现眼睛问
题，及时进行矫正。此外，青少年还要
加强户外活动， 使用正确的读写坐
姿，掌握科学的读写和休息时段分配
的方法，来保护视力。

■链接

高度近视的危害
高度近视患白内障的几率是轻度

近视(25至300度)或没有近视的2倍；
高度近视患青光眼的几率是轻

度近视的3倍， 是没有近视的4.2至
7.6倍；

高度近视患视网膜脱离的几率是
轻度近视的2.5倍，是没有近视的10倍。

保护眼睛 看清精彩“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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