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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杨莎莎 吴映秋）正当省内多数高校学子返校报
到之时，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学员———32名南部战区空军车辆装备维
修保障一线人员。27日上午，由工业职院与南部
空军某部共同组织的南部战区空军汽修专业
军民融合深化培训开训典礼在该校举行。

据介绍，本次培训为期20天，培训内容包括素
质教育、能力培养与考核等内容。此次培训由汽车
专业骨干教师授课， 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和实战演
练，使学员掌握液压控制系统方面的新技术、新工
艺在作战保障中的应用， 具备解决复杂液压设备
维护方案制定以及故障排查的能力， 提升南部战
区空军车辆维修保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

“此次合作培训是积极贯彻落实‘军民融
合’战略发展要求，系统解决部队车辆服务保
障困难。”该校副校长邓建国介绍，此次合作
也是学校响应《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要求， 努力推动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向军事人
才培养开放， 促进学校开启建设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院校新征程。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左丹）湖南今
年将为残疾考生高考提供包括允许听力残疾
考生携带助听器、人工耳蜗等助听辅听设备，
适当延长考试时间等一种或几种合理便利。
今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关于做好残
疾人参加2019年高考申请合理便利有关事项
的通知》，要求参加2019年高考报名且持有第
二代及以上残疾人证并申请提供合理便利的
残疾考生，须在3月20日前向县市区招生考试
机构提出正式书面申请（过期不再受理）。

通知称， 湖南今年将为残疾考生提供以
下一种或几种合理便利，即现行考试的盲文
纸质试卷；大字号纸质试卷；为听力残疾考
生免除外语听力考试；优先进入考点、考场；

设立单独标准化考场，配设单独的外语听力
播放设备；考点、考场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
(如引导辅助人员等 )予以协助；考点、考场
设置文字指示标识、交流板等；考点提供能
够完成考试所需、数量充足的盲文纸和普通
白纸；允许视力残疾考生携带答题所需的盲
文笔、盲文手写板、盲文作图工具、橡胶垫、
无存储功能的盲文打字机、台灯、光学放大
镜、盲杖等辅助器具或设备；允许听力残疾
考生携带助听器、 人工耳蜗等助听辅听设
备； 允许行动不便的残疾考生使用轮椅、拐
杖，有特殊需要的残疾考生可以自带特殊桌
椅参加考试；适当延长考试时间：使用盲文
纸质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

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50%；使
用大字号试卷或普通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
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
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考
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
延长30%； 其他必要且能够提供的合理便
利。

对申请提供合理便利的残疾考生， 相关
部门专业人员将组成专家组， 对其身份及残
疾情况进行现场确认，并形成书面评估报告。
所有申请合理便利的残疾考生信息将在所在
中学和县市区、 市州招生机构以及省教育考
试院网站公示一周。 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方
可享受相应合理便利参加高考。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肖茜予

“医生，我的眼睛有点疼，是不是上火
了？而且最近睡眠好差。”2月27日，20岁的
小赵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就医时问医生，接
诊的眼二科主任沙莎在对他进行相关检查
后说，这不是上火，而是患上了干眼症。

春节过后的一个多星期，省人民医院眼
二科门诊前来求诊的患者络绎不绝，比平时
增加一倍以上。长假期间，那些“低头族”长
时间盯着电子产品，就会引起视疲劳。许多
患者表示，过了一个春节眼睛就出毛病了。

什么是干眼症
“近年来，干眼症已成为一种流行性疾

病。中国人正在从‘十人九沙（沙眼）’向‘十
人五干’转变。”沙莎介绍，作为最常见的角
膜及眼表疾病之一，干眼症是指由于泪液
的量或质的异常引起泪膜不稳定和眼表面
的损害，并伴有眼部不适或眼表组织病变
特征的一类疾病，又称角结膜干燥症。其常
见症状包括眼睛干涩、容易疲倦、眼痒、有
异物感等，较严重者眼睛会红肿、充血等，
这种损伤持续过久可造成角结膜病变，并
会影响视力。

冬春季节，本来就是干眼症的高发期，
如果再长时间玩手机、上网，就更容易患上
干眼症。因此，一定要好好休息双眼，不要
长时间看手机、电脑、电视，更不要熬夜。特
别是佩戴隐形眼镜的市民， 不要通宵都戴
着隐形眼镜。

眼睛“补水”有妙招
专家建议，在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时，

每看一个小时， 眼睛需要放松休息， 切忌
“目不转睛”。要经常眨眨眼睛、看看远处，
可减少眼睛的负担。 如伴有睑板腺管口阻
塞，可以行睑板腺按摩。

具体方法， 一是热敷： 先用毛巾热敷
10至15分钟，缓解眼部疲劳。二是按摩：用
食指和中指垂直于睑缘进行按摩， 每次3
至5分钟。 此外， 可以用清水冲洗眼部周
围，再滴入人工泪液，每日2至3次。

饮食方面要清淡，防止挑食偏食，注意
增强维生素A、B1、C、E的摄入量。 可多吃
如苹果、雪梨、草莓、蓝莓、大白菜、西红柿、
胡萝卜等“护眼食物”。要加强体育锻炼，增
强体质。同时，要注意用眼卫生，一旦发现
眼部有不适症状，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更
严重的疾病发生。

刷手机“刷出”干眼症
专家教您如何给眼睛补水

3月20日前提出书面申请

残疾考生高考
可获一种或几种合理便利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喻志强）“向老兵致敬！” 今天，株
洲江山集团像往年一样组织了春节后的
集体献血， 驻株某部21名官兵慕名而来。
他们致敬的老兵哥叫刘晓武，是这家企业
的创始人， 也是株洲市“无偿献血代言
人”，15年来，他坚持无偿献血，一个人带
动了一群人。

刘晓武今年53岁， 曾当兵5年，3次立
功。2004年，转业到地方的他，创办株洲江
山集团。2005年春节期间， 株洲市中心血
站血库告急，他听闻后，立即组织20余名
员工赶往血站参加献血。从那以后，每年春
节上班后， 他都组织员工集体献血。“一开

始，只是企业员工来献，后来大家觉得这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于是员工带着家属
来献，公司旗下的业主、客户，周边的人也
都参与进来。”刘晓武说，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他会将无偿献血活动一直延续下去。

刘晓武不仅参与献血， 还积极投身公
益，10多年来， 他个人以及企业累计捐款
捐物价值近3000万元。

今天的集体献血现场， 共吸引了700
余人前来， 经体检符合献血要求的有186
人，共计献血61200毫升。一份统计数据
显示，15年来， 在刘晓武的带动下， 已有
1234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41.7万
余毫升。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集体献血
老兵哥刘晓武无偿献血15年

南部战区空军汽修专业军民融合深化培训开训

2月27日，长沙松雅湖国家
湿地公园， 市民在凉亭式健身
驿站健身。 该健身驿站外观是
一个圆形的白色凉亭，亭子的4
根立柱上附带着扭腰器、 牵引
器等健身器材，亭内有桌椅，桌
上有嵌入式象棋。目前，湿地公
园南部园林区域，已有7个凉亭
式健身驿站安装到位， 对游客
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健身凉亭”
现身松雅湖畔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金慧）2019年，
长沙将新建40个儿童之家、30个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今天上午， 长沙召开民
政工作会议，对2019年民政工作进行安排
和部署。

据悉， 今年长沙民政工作将立足“三
基”，即做实基本民生保障，做强基本公共
服务，做优基层社会治理，聚焦主业，全面
启用“互联网+社会救助”信息平台，实现

市、县、乡、村四级信息联动。
在社会福利方面， 长沙将全面落实孤

儿供养标准，新建40个儿童之家，逐步完
善市、县、乡、村四级慈善组织网络，全市
50个乡镇（街道）将建立慈善分会，100个
村（社区）成立慈善工作服务站。此外，长沙
还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15分钟生活圈”
建设内容，成为民生标配，全市将新增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0家。

长沙一大波民生福利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