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刘彬） 贩毒人员在长沙租赁毛坯房，在
房内种植毒品大麻并对外销售。今天，长沙市
公安局召开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新闻通报会，
通报了长沙公安机关破获的一起种植、 贩卖
毒品案。

2018年8月， 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通
过分析研判，发现了一个涉嫌种植、贩卖毒
品大麻的犯罪网络， 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专案组侦查发现，河北
邯郸的朱某贩卖毒品大麻种子、 植物培养
液及种植大麻的辅助工具给大麻种植人员，
涉及河北唐山、云南玉溪、湖南长沙等地。种

植人员培植大麻原植物， 各自拥有自己的毒
品销售网络。

办案民警介绍，专案组在长沙天心区、开
福区查到3个种植基地，犯罪嫌疑人在小区内
租赁毛坯住宅，把房间密封，然后在里面搭棚
子种植大麻。另外，购买大麻的吸毒人员大部
分是年轻人，其中有不少“95后”甚至“00后”。

专案组民警转战湖南、河北、云南3省，于
今年5月成功破获该起案件， 共刑事拘留犯罪
嫌疑人65人，行政处罚吸毒人员118人，缴获毒
品大麻10.7公斤、大麻原植物900余株，捣毁5
处大麻原植物种植基地和毒品大麻加工场所，
成功截断5条向长沙贩卖毒品大麻的通道。

租赁毛坯房种大麻

长沙公安破获种植贩卖毒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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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昆 袁北隆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老罗，恭喜乔迁新居，都安置好了不？”
“都安置好了，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

能变成城里人，住这么漂亮的小区，感谢党
和政府。”

“有没有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向你收取
搬迁费用呀？”

“没有，我们从罗洪老家搬过来没出一
分钱，这些工作人员还帮我们搞卫生、搬东
西哩！”

这是6月20日， 在隆回县易地扶贫搬迁
思源小区集中安置点，该县纪委常委、监委
委员范中君与刚刚入住的搬迁户罗孝平拉
家常的一幕。

6月10日起，隆回县1088户4496名易地
扶贫搬迁贫困群众， 陆续搬入县城思源小

区、兴业小区两个集中安置点。范中君是县
纪委监委“挂牌监察”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项目的责任人，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每
天都要去安置点看看。

“4496名群众要集中搬进来，参与的部
门很多，工作量很大，每个环节都不能出差
错。另外，小区的一些后续配套工程也还在
抓紧完善中，监督工作得跟上。看到贫困群
众住进来，他们满意、幸福，我也很开心。”范
中君说。

据了解，隆回县纪委监委对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项目实行“挂牌监察”，源自去
年的扶贫领域问题大巡查。2018年2月，该县
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落实和项目建设情况
进行拉网式巡查，共发现识别不精准、建设
超面积、选址不科学、骗取项目资金等问题
369个，36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县纪委监委
一边抓实问题整改，做好“以案促改”，一边

强化监督，对正在启动的两个县城集中安置
点项目实行“挂牌监察”，“靶向”监督项目建
设全过程。

“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今年3月就向县
自来水公司发出了交办函，怎么到现还没有
动？”今年4月12日，项目监察组在思源小区
发现自来水工程尚未动工，影响群众搬迁入
住的日子。第二天，县纪委监委对县自来水
公司发出监察建议书， 并约谈其主要负责
人，要求立行立改。4月15日，自来水公司入
场施工。不到半个月，工程全面完工。

“去年以来，我们共对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等10个重点民
生项目实行‘挂牌监察’，发出监察建议书7
份，整改问题13个，以铁的纪律确保工程建
设优质、高效和民生资金安全，促进脱贫攻
坚，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隆回县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邓闽榕介绍。

� � � �医用血管造影X射线机（以下简称“造影
机”），也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是
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辅助血管成像的X射
线设备。造影机通过注射造影剂突出显示血
管，消除骨与软组织的影像，在临床上用于
对患者的全身各部位血管的X射线成像，引
导介入操作。造影机一般由X射线发生装置、
机架、导管床、影像系统等组成。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到有关造
影机的可疑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主要表现为造

影机故障。这些故障主要包括无射线，设备无
法启动、死机、自动关机，图像不清晰，图像不
能保存，机架臂无法锁死，手术床无法移动等。
其中以球管和操作台的故障报告最多。因造影
机主要用于在介入手术中提供影像引导，若患
者已行穿刺术，且穿刺针、导丝或植入设备正
在血管中时，如造影机突然发生死机、术中不
显示图像等故障，无法提供影像引导，则很可
能引起错误操作，对患者造成较大伤害。

为减少不良事件重复发生造成伤害的

风险，建议生产企业在产品设计中，增加对
易老化、易损耗部件状态的监测，必要时增
加报警信息，以便于使用者及时识别；加强
对医疗机构的使用培训，包括设备的操作规
程、运行环境要求、易损件的使用寿命等。建
议医疗机构详细阅读设备使用说明书，熟悉
操作规程和使用注意事项，严格按照使用说
明书的要求保证设备运行环境。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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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回“挂牌监察”助力易地扶贫搬迁

4496名山里人进城安家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金慧）今年6月19日
是第七个全国救助开放日，当天，长沙市救助
管理站以“大爱寻亲、温暖回家”为主题，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热心市民
等社会各界人士150余人参加了开放日活动。

活动现场， 观摩人员分组参观了救助接
待大厅、儿保中心、成人救助区等区域，详细
了解救助站安全检查、信息甄别、健康检查等
入站流程。同时在现场开展了“流浪反职业乞
讨”公益路演和“流浪人员角色转变展示”等

活动，宣传甄别职业骗讨人员的技巧，让爱心
不受欺骗。

据了解， 今年是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建站
70周年，近3年来，该站创新推出“快速甄别
查询法、人像识别比对法、网络寻亲推送法、
头条精准推送法、定向跟踪调查法、基因信息
比对法、纸质媒介公告法、跨区实地寻亲法”
寻亲工作“八步法”，大大提高寻亲效率，着力
解决了特殊受助对象“寻亲难”问题，3年来已
帮助1322名迷途者找到了回家的路。

长沙举行全国救助开放日活动
3年帮助1300多名流浪人员成功寻亲

�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吴广）
昨天，2019湖南省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
“开放日”活动在岳阳启动。活动以“大爱寻
亲、温暖回家”为主题，吸引500余名志愿者、
市民参观救助管理站， 助力流浪乞讨人员返
乡回家。

近年来，岳阳市下发了《城市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分类救治救助实施办法》，成立
救助工作组，建立救助巡查机制，近年来该市
年均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8000人次，今年1至

5月救助流浪乞讨人员5786人次、 未成年人
331人次。

家庭团圆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 省民政
厅巡视员邓磊表示， 岳阳救助管理和托养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希望该市健全寻亲服务体系，强
化现代科技手段，宣传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提升救助寻亲服务水平，帮更多流浪者回家。

仪式结束后，市民、志愿者走进岳阳市救
助管理站，观察受助人员的生活起居，了解急
病救治、寻亲送返等情况。

大爱寻亲 温暖回家
省救助管理和托养机构“开放日”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李佳蔚 ）6月19日晚， 国家艺术基金
2018年度资助项目———大型交响合唱《通道
转兵组歌》 第二轮全国巡演在长沙音乐厅拉
开帷幕。

本场演出由于海、肖鸣担任音乐总监、指
挥，长沙交响乐团担任演奏。《通道转兵组歌》
是长沙交响乐团（原湖南交响乐团）于2016
年组织创作的壮丽音乐史诗， 取材于红军长
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 从而挽救

红军命运、 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
件。该作品共有11个乐章，以讲故事的方式，
用交响合唱音乐语言将宏大叙事与感人细节
相结合， 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从挫折走
向胜利伟大转折第一步的光辉奇迹， 讲述了
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事迹， 实现了长征这一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音乐创作上的新突破。

据悉，《通道转兵组歌》将在武汉、合肥、
马鞍山、常州、无锡、郑州、太原等城市进行第
二轮全国巡演。

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
第二轮全国巡演启动

关注医用血管造影X射线机故障可能引发伤害的风险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喻阳

“老师，我可以上大学吗？”这样的问题，
赵妍回答了不止一次。

每次，她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6月12日上午，大雨如注。记者走进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特殊教育学校（以下
简称“湘西州特校”），教学楼里，没有朗朗读
书、嬉笑打闹，这里是无声的世界。

学生是聋哑人,老师也是。教室里，赵妍
一只手举着绘画本，一只手向学生竖起大拇
指，被表扬的同学摸摸脑袋，开心地咧嘴笑。

他们的沟通像是全身运动———通过肢
体表达语言、表情传递情绪、唇语加强语气。
靠着手语翻译老师的帮助， 记者与赵妍、孩
子们进行了一场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动”
交流。

赵妍眉心有一颗痣，鼻子上架一副黑框
眼镜，盘起的马尾干净利落。见记者来，赵妍
以微笑示意“你好”。她曾是2008年北京残奥
会《千手观音》的舞者之一，这块“敲门砖”，
让她面临不少事业机遇。2012年9月，她选择
从广东中山特殊教育学校，调到丈夫曾就读
的湘西州特校担任美术教师，她发现这里孩
子们的生活更艰难。

“他们只有靠自己努力，才有机会上高
中，很多学生还要做工贴补家用。”赵妍皱着
眉头继续“说”：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
只剩下爷爷奶奶，他们渴望陪伴。孩子们的
画里，总有家人。“每幅画都可以看到他们的
内心世界。”赵妍对记者“说”。

虽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内心脆弱敏感，但
赵妍深知，他们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赵妍
担任学校辅导员，搭起了直通学生内心的“桥
梁”。先后为107名残障学生做心理辅导，目前
有40多名学生以优异成绩走向社会。

石露（化名），就是其中一位。石露母亲
在生下她时就去世了，父亲组建新家庭，把
小石露交给了爷爷奶奶。 赵妍看着茫然无
助的小石露仿佛看到以前的自己， 同样的
家境、命运，赵妍下决心帮小石露树立“大学
梦想”。

“上大学对我来说很幸福，我想把这份
‘幸福’给他们。”赵妍是湖北宜昌人，在她13
年求学生涯中， 两次因为学费面临退学时，
学校、社会都给予了她“温暖”。

“我们需要更主动去靠近他们。”每次上
沟通课或课外时间， 赵妍就找石露谈心，讲
自己的成长故事、大学的所见所闻。

2016年，聪明好学的石露顺利被长沙市
特殊教育学校录取。 石露走时给赵妍发短
信：“您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一个老师的幸
福，所有的努力都值了。”回忆起这些，赵妍
眼泛泪光。

“原来我也可以读好书！”石露变得更爱
笑、更自信了。前不久，石露在长沙给赵妍发
来微信，分享自己的喜悦。

谁爱学习、谁记性不好，谁想家了……9
个年级的教学、心理辅导工作，赵妍通过每
个表情、动作，每幅画来了解学生。

她把美术技能训练室布置成“家”。整齐

的桌椅，干净的地面，五颜六色的调色盘，墙
壁上绚丽多彩的学生习作，两面通透的窗户
上被一串串千纸鹤装扮得温馨雅致。

“我想当老师，像赵老师一样。”美术组
的代拓信心满满，受赵妍影响，她想去赵老
师的母校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读书。

“有不明白的都会找我，学生慢慢的都
有思想了，他们每一点的转变都让我开心。”
赵妍成了学生们的“百度”。

“还在跳舞吗？”记者好奇地问。
“需要我跳舞，我愿跳到‘老婆婆’。”她

还是“80后”舞者赵妍。
她踮起脚尖、踏着舞步，给孩子们绘出

了五彩的未来。
点评：

赵妍作为一位朋友、老师、舞者。她像一
个巨人，弯下身子，放弃了自己的舞蹈梦想，
把孩子扛在肩上，让他们可以看到更高远的
世界，有着更好更快乐的未来。赵妍是生活
的强者，更是一束靓丽的“烛光”。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无声世界绘“妍”色
———湘西州民族特殊教育学校聋哑教师赵妍的故事

�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段涵敏）6月
16日，从成都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医师协会急
诊医师年会上传来喜讯，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研究员张东山荣获“急诊未来”杰出青年急
诊医师称号。 全国共有10位急诊医师入选，
张东山是湖南省唯一获得此荣誉
的代表。 他同时被聘为中国医师
协会急诊医师分会急诊感染学组
委员。

急诊医学科是医院危重症患
者最集中、病种最复杂的地方，每
天上演着“生死时速”。在从事急
诊医学13年的道路上，张东山一
步一个脚印，以患者为中心，厚积
薄发，在临床、科研、教学等方面
均有建树。 尽管急诊科的临床医
疗工作异常繁忙， 但丝毫未消磨

张东山对科研的专注力。他长期从事急性肾
脏损害的研究， 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3项，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第一或通讯
作者SCI论文16篇，总影响影子101，封面文
章3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

张东山获“急诊未来”
杰出青年急诊医师称号

� � � � 6月12日，
赵妍在指导学
生绘画。

湖南日报
见习记者
李孟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