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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曾冰鹤

冬天的清晨5点，阴冷潮湿。每天，74岁的廖懿平准点
起床，趁智障孩子们还在熟睡，赶紧帮他们清洗被大小便
弄脏的衣物。

宁乡恒爱残疾人托管中心， 目前托管着32名智障儿
童，很多孩子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廖懿平要一个
个给他们喂饭、穿衣、洗澡……这样的守护，已经整整20
年。

1983年，廖懿平的儿子出生了，但没想到，孩子是个智
障儿。1993年，妻子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离开了家。从此，
廖懿平独自抚养着孩子。1997年底，他想送儿子上特殊教育
学校，但当时宁乡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为儿子，也为其他智
障孩子，他萌发了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想法。

为了筹资办学，他忍痛将自己效益很好的煤球厂卖了，
老家的房子也卖了。1998年，廖懿平的宁乡博爱特殊教育学
校开门迎生了，之后，他将心思全部花在了办学上。

学校很小，请了两名老师，除了教孩子一些基本的生
活技能外，还教一点基本文化知识，起初只计划收10个学
生，最后来了30多个学生。廖懿平只能另租了一处面积较
大的民房办学。

一段时间后，学校改为了宁乡恒爱残疾人托管中心，
成了智障孩子日夜都离不开的“家”。

孩子托管基本上是无偿的，托管中心的开销不小，廖
懿平常年奔走筹钱。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爱心组织和爱心
人士都纷纷施以援手，但还不够，他只好将自己的退休金
都填了进去。

亲友们对他不太理解，劝他不如将这些钱留给儿子。
廖懿平不这么想，他说，能帮助和自己一样痛苦的父母，
便是幸福。

照顾好智障孤残孩子， 需要发自内心的爱和万般的
耐心，廖懿平不厌其烦，始终有爱。

刚来时，八九岁的小宇谦大小便不能自理，廖懿平和
保育员定时带他去大小便。 酷暑季节， 怕他上厕所时太

热，廖懿平还会在旁边给他扇扇子。经过7年的不懈训练，
小宇谦终于能自行大小便。

今年6月，11岁的小强踩烂了热水瓶， 碎玻璃渣划伤
了脚。廖懿平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伤口缝了十几针。夏
天伤口易感染， 廖懿平连续十几天背着体重30多公斤的
孩子去医院换药，直到孩子的伤口彻底愈合。

12岁的小劲，刚来时不会自己吃饭。廖懿平让他和其
他小伙伴坐在一起，把饭菜摆在面前，让他感受其他的孩
子是如何吃饭的，直到其他同学吃完了，廖懿平才开始喂
这个孩子吃饭。一周后，孩子竟然能用手拈菜吃，半个月
后学会了自己吃饭。

廖懿平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们， 孩子们都亲热地叫
他“伯伯”，快乐的笑声始终洋溢着这个不大的院落。

2014年，廖懿平的儿子因器官衰竭去世。擦干眼泪，
廖懿平继续守护着智障孩子们的家，他说：“爱，是不能停
顿的。即使到了八九十岁，只要还干得动，我就要干下去，
让孩子们有个可以依托的家。”

关注含钆对比剂反复使用
引起脑部钆沉积风险
含钆对比剂（GBCA）是一种静脉内注射药品，主要

用于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时增强内脏器官、血管和组
织的影像质量。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GBCA包括线性
的钆喷酸葡胺注射液、钆双胺注射液、钆贝葡胺注射液、
钆塞酸二钠注射液和大环类的钆特酸葡胺注射液、钆特
醇注射液、钆布醇注射液。

2017年5月，FDA评估了已发表研究和收集到的不
良事件报告， 结果显示钆可沉积在人体和动物器官中，
例如脑、骨和皮肤等。欧洲药品管理局、加拿大卫生部等
国外监管机构， 也相继发布了关于GBCA的安全性信
息，提醒在进行多次增强造影MRI扫描后，可能会造成
钆在脑部逐渐沉积的风险。

医务人员应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发现的GBCA反
复使用引起钆在脑部沉积的风险，现有的证据表明，
线性和大环类GBCA均会在大脑中发生痕量钆沉积，
但线性的沉积量比大环类高。 应谨慎使用GBCA，在
必须使用的情况下，应使用最低批准剂量，并在重复
给药前仔细进行获益风险评估 。 患者在涉及使用
GBCA的MRI检查中，对个人健康状况存在任何问题
时，应询问医务人员。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我省首家
医卫法制学校成立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思妮
刘龄予）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12月3日，湖南省儿童医院
法制学校挂牌成立。据悉，这是我省首家医疗卫生机构法
制学校。

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谭李红介绍，医院将借助法制学
校平台，邀请知名法律专家定期开展法制教育，并通过设
置法制宣传台、组织律师坐班咨询、发放普法手册、发布公
益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服务，不断提高全
体医务工作者的法律素养和依法执业意识，推动宪法法律
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保障医疗安全，和谐
医患关系。

普及宪法知识
12月3日，嘉禾县塘村镇增嘉学校，法制辅导员向学生们宣讲宪法知识。当天，该县多所学校开展“国家宪法

日”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升国旗唱国歌，邀请法制辅导员进校园等形式，给学生普及宪法知识，引导学生树立遵守
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意识。 黄春涛 杨艳琼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戴新建 陈
茜） 近日，2018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成绩揭晓，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获得全国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这
也是此次比赛中， 湖南省高职院校中唯一一所荣获国家
一等奖的学校。该校自2011年以来，已累计荣获国家一等
奖8个，国家二等奖10个，成绩位居全国高职院校前列。

2018年(第27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共吸引
来自全国33个省、市、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及美

国和新加坡的1449所院校/校区、42128个队 (本科
38573队、专科3555队)、超过12万名大学生报名参加。
从官方获悉， 本次比赛专科组全国一等奖比例为
1.58%、二等奖比例为3.91%，竞争非常激烈。

近年来， 长沙民政职院高等数学教研室的教师们
一直注重数学教学模式变革， 重视学生数学应用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努力将高等数学建设成为学生乐
学、能学，学了有效、有用的课程，取得了显著效果。

湘剧电影
《李贞还乡》首映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王倩）
今天，由湖南公益电影传媒中心出品的湘剧电影《李贞
还乡》在长沙首映。首映后，该片将通过中影新农村数字
电影发行平台在全国农村电影市场发行。

该电影改编自湘剧《李贞还乡》，由著名剧作家盛和
煜编剧，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导演朱赵伟执导，戏剧梅花
奖、文华奖得主王阳娟领衔主演，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唐
伯华，戏剧梅花奖、文华奖得主曹汝龙以及芙蓉奖获得
者庞焕励等湘剧名家主演， 于今年5月在浙江横店影视
城拍摄。

湘剧《李贞还乡》主要讲述了建国初期，共和国第一
位女将军李贞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家乡湖南浏阳，遇
到了她的前夫———一个被李贞和许多人视为“落后分
子”的普通农民，两人于历史和现实交织中发生种种冲
突的故事。湘剧电影《李贞还乡》在该剧的基础上进行了
深加工和提炼，是“湖南农村电影地方戏曲工程”的第8
部戏曲电影。

2012年，湖南公益电影传媒中心在省委宣传部、省
财政厅、省广电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启动“湖南农村电影
地方戏曲工程”。7年来，制作了花鼓戏电影《五女拜寿》
《老表轶事》《儿大女大》， 祁剧电影《李三娘》《王化买
父》，常德汉剧电影《孟姜女》，湘剧电影《赵子龙计取桂
阳》，利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在全省农村巡回放映了近
40万场。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泸溪农民建盘瓠“博物馆”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杨丹 通讯员 李焱华）近

日，随着泸溪县武溪镇红土溪村盘瓠文化“博物馆”的开
馆，当地群众与外来游客纷至沓来，观赏“宝贝”。

红土溪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盘瓠神话发祥地，
是盘瓠文化的生态保护区，也是泸溪唯一由原农业部授牌
的“生态家园示范村”。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当地
群众借助优势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实现脱贫。

盘瓠传说在2011年被列于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保护名录。盘瓠传说县级传承人侯天宝，苗族，现
年62岁，是一位民间收藏家。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奔波于
土家苗寨，辗转于沅水两岸，数十年如一日，收藏以盘瓠文
化为内核的相关实物1000余件。基于此，他打造了泸溪首
个文物展览馆，构建一个不破坏环境和生活的新型乡村旅
游模式，即利用“旅游+”和“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与旅
游、文化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另据了解，近年来，泸溪在挖掘、保护、宣传盘瓠文化
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民间调
研，收集整理盘瓠文化历史资料，开展盘瓠文化普查，建立
档案，做到有文字、有图片、有录像。

为特殊孩子打造温馨的“家”
———记宁乡恒爱残疾人托管中心创办者廖懿平

“包装”身份去骗保
晚节不保悔当初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保文）
“作为一名有32年党龄的老村干部，为一己私欲骗取国家
养老保险金，给党的形象抹了黑，感到愧疚！”近日，永兴
县樟树镇樟树村原妇女主任马某兰惭愧地说。

今年4月16日， 永兴县纪委监委收到一封匿名举报
信，反映该县樟树村原妇女主任马某兰骗取养老保险金。
该县纪委监委立即进行了核查，随后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2011年底，马某兰从村干部岗位退休后，看到
原柏林铁木社职工通过身份认定办理企业退休职工手
续，每月可以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900多元，于是动
起了歪脑筋。她先找到原柏林铁木社管理人员李某龙，骗
取年老的李某龙在《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承诺书》签
字，证明马某兰系柏林铁木社职工。该承诺书要3人签字
才有效。于是，她让李某龙“张冠李戴”签上李某乐、李某
金的名字。紧接着，她再伪造了《录取新工人通知书》、户
籍资料、退休手续等材料。

2013年6月，她申请办理养老保险金审批手续并获得
批准。至案发之日，她共骗取了75757.43元。该县纪委近
日对马某兰作出开除党籍处分决定， 骗取的养老金予以
追缴，并将有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长沙民政职院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