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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7月 6日讯 （记者
易禹琳） 今天下午，记者从省教
育考试院获悉，我省将于 7 月 25
日前划定 2020 年录取控制分数
线，随后公布考生成绩和录取控
制分数线。

另悉，凡报考高校有口试要

求的外语专业及涉外专业的考
生，应参加全省统一的外语口语
测试。其中，英语口试由全国英
语等级考试 （PETS） 口试替代，
凡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后通过
PETS－2 级以上口试的，视为英
语口试合格。日语、俄语等小语

种口试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
并组织测试，地点设在湖南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考生须凭高考
准考证、身份证于8月1日到湖南
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办理报名手
续，8月2日参加口试，口试所需
费用自理。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
者 王文 通讯员 王向）一年
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
高考期间天气如何？考生需
注意哪些事项？今天，长沙
市气象局发布了高考期间天
气情况。

据天气预报，长沙7日多
云转阵雨，降雨量不大，最高
气温34℃，天气较闷热；8日
至9日，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并伴有雷电天气。

“总体而言，这次高考期
间没有很严重的灾害天气。”
长沙市气象台副台长丁玄提
醒考生注意：7日较闷热，需
防暑降温，以免影响考试状
态；8日局地强降雨时间不会
很久，部分低洼路段或有积
水，送考或出行需注意避让；
8日下午雷电活动可能给英
语听力考试带来一定影响，
考场须及时关闭门窗。

丁玄还提醒考生及家
长要特别注意防止因焦虑、不安、紧张而诱
发“情绪中暑”，及时调整心态，释放压力，保
证充分休息，及时补水，清淡饮食。

湖南日报 7月 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巍）心脏“大手
术”也可以通过微创“小切口”完
成。记者今天从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获悉，该院近日完成了湖南省首
例全胸腔镜下双瓣膜置换合并血
栓清除加左心耳缝闭手术，手术切
口仅 6.5 厘米，术后第 5 天患者便
顺利出院。

51 岁的熊先生来自郴州，一
年多来呼吸急促、活动后感到胸
闷，因近期症状明显加重到湘雅医
院就诊，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
二尖瓣中度狭窄合并关闭不全，主
动脉瓣重度狭窄合并关闭不全，左
心耳血栓。接诊的心脏大血管外
科主任罗凡砚教授告诉他，需要进
行心脏双瓣膜置换术。

据悉，常规心脏手术大切口长
约15至20厘米，更容易显露操作
和把控风险，可以减少心脏停跳时
间，对于医生操作来说更安全，但对
患者而言创伤相对较大、恢复时间
长。目前先进的胸腔镜微创技术对
于患者术后美观、呼吸功能、运动功
能恢复具有显著优势，但微创小切

口长度3至6厘米，依赖腔镜辅助，
手术视野显露差，心脏停跳时间长，
难度高，对于外科医生是极大挑战，
需要多团队紧密协作。

经过缜密判断和详细分析，6
月30日，罗凡砚主任团队经过近5
小时的奋战，采用“单孔法”选择右
侧第三肋间胸骨旁切口（长度6.5厘
米），为熊先生完成二尖瓣、主动脉
瓣机械瓣置换，左心耳血栓清除，缝
闭左心耳的手术。术后熊先生返回
ICU当晚拔除气管插管，第2天就
下床活动，咳嗽、运动功能自如。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家对
心脏外科的印象能焕然一新，不再
畏惧害怕心脏手术。”罗凡砚主任
介绍，该院一年心脏手术量 1400
台次，正组织技术攻关团队开展腔
镜小切口心脏手术，已完成各类全
腔镜手术 50 余例，不但可以完成
单瓣膜、多瓣膜置换，先天性心脏
病等常规腔镜手术，还完成了二次
瓣膜置换、三次瓣膜置换、胸膜腔
粘连下瓣膜置换等高难度腔镜手
术，为微创技术在心脏外科的发展
开创新领域。

通讯员 向晓玲 龚小凤

盛夏时节，泸溪县高新区金昊
科技公司里，生产车间机声隆隆，
厂门口的大货车穿梭着装上产品
运往全国各地。

2019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泸
溪县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30.51
亿元，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79
件，专利成果转化率达80%以上，
这是近年来该县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带来的变化。今年初，
泸溪进入了首批湖南省创新型县
(市、区)培育建设名单，“科技支撑
产业发展”成为培育建设主题。

健全投入机制，科技创新
添后劲

建设创新型县，需要持续加大
科技投入。泸溪县建立了科技投入
保障机制，财政科技投入占县本级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
1%，并按年均25%增速保障到位。
2018年县财政科技投入2351万元，
同比增长96%。2019年投入2964
万元，同比增长26.1%，为全县科技
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保障。

目前，泸溪县拥有科技型企业
38家，17家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注册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19家；12家研发机构通过省级认
定，湖南省钒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湖南省光伏特种铝粉新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锌废渣资
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分
别落户众鑫、金昊、鑫海公司。

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在
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2018年，
全县企业研发投入达6795万元，同
比增长126.5%。2019年，企业研发
投入达到 13500 万元，同比增长
98.68%。全县企业获2018年度省
级研发经费投入财政奖补259.67万
元。同时，该县推动国家、省、州各级
政府支持科技型企业的政策措施在
泸溪落地，推动金天、金源、众鑫、金
昊公司在“新三板”上市。2019年，
16家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获得的税收减免额达到
1600.76万元。

加快成果应用，优势产业
转型升级

近年来，泸溪县与高校、科研

院所共同承担实施国家和省各类
科技计划项目 50 余项，争取科技
资金 4200 余万元。30 余家企业
与高校、科研院所实施产学研战略
合作项目100余项，仅2019年，吸
纳技术合同成交额1143万元。通
过科技项目的引领带动，促进了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以铝系列精深
加工、新金属材料加工、生物医药
等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已形成
一定的特色和规模，成为泸溪优势
产业。

目前，全县铝产品生产企业
11 家，总产能达 10 余万吨，占全
国市场份额 76.8%，太阳能导电
浆料用铝粉的出货量占全球市
场份额 70%以上。该县企业采
用“氮气雾化法”生产微细球形
铝粉，获国家标准管委会授权制
定《氮气雾化铝粉国家标准》，泸
溪已成为目前国际技术水平领
先、国内生产规模最大、市场占
有率最高的微细球形铝粉生产
基地，获国家发改委授予“国家
重点工业性试验性项目微细球
形铝粉生产基地”。5000 吨/年
铝基合金粉项目、5000 吨/年高
性能汽车活塞镶块颗粒增强铝
基 复 合 材 料 等 项 目 风 生 水 起 ，

“高性能铝基复合材料先进制备
与高端应用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建设项目”被纳入省政府“100
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统一调度
范畴。

鑫兴公司运用新工艺新技
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开发了无
硒 高 纯 电 解 锰 等 系 列 新 产 品 ，

“电解锰用无硒添加剂”通过国
家 A 类重点新产品认定。鑫海
公司生产的超细氧化锌纯度达
99.9%，产品进入日本松下电子、
日本普利司通轮胎、台湾正新轮
胎等世界电子和轮胎 500 强企
业。泰和美公司成为畅销美国
Mophie 等大公司锂离子电池的
定点供应商。迷迭香、青蒿素等
产品在国际植物提取领域享有
极高的知名度。

此外，在科技的支撑下，泸溪
县还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钒合金
产品出口基地，钒氮合金、氮化钒
铁、高纯五氧化二钒等钒合金产品
远销美国、韩国、欧盟等国家和地
区。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实习生 曹金

7 月 3 日，在长沙县一中高一班一堂
解三角形应用举例课上，数学老师段贤清
拿出了疫情期间发明的“解三角形应用举
例智能情景化教具”，手持定点器，每定位
一处，该教具便会智能语音播报该地点与
地面所成夹角的度数，既形象又有趣。

“数学是一门需要创新思维的学科，
在上解三角形应用举例一课时，学生觉得
相关问题比较抽象，难以理解，于是我就
发明了这样一个教具。”段贤清介绍。

立体几何一体化动态教具、基于 5G
网络交通信号灯故障智能更换预警装置、
基于人工智能的淋浴氧气安全智能预警
系统……从 2016 年以来，段贤清这位数
学老师“玩转”发明创造，已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9件，培训学生获
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23件。

发明创造为了解决生活“痛点”

7 月 3 日，下课后的段贤清带着记者
来到了长沙县一中科学楼的“段贤清创客
工作室”，整个工作室角角落落里摆满了
段贤清和学生们的发明创造。

“这是基于 5G 网络交通信号灯故障
智能更换预警装置，当交通信号灯出现故
障时，该装置能第一时间报警，并自动换

上备用灯，避免了因交通信号灯故障出现
交通堵塞和事故。”段贤清带记者参观起
他的这些“宝贝”。

“这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淋浴氧气安全
智能预警系统，花了8个多月，今年5月才
做好，解决的是人们在淋浴过程中因房间
内缺氧引发的相关安全问题。”段贤清边
介绍边操作了起来：手动把氧气从实验的
淋浴房中吸出，报警器响，排气扇和门窗
自动打开，水龙头自动关闭。“有了这套报
警系统，再也不用担心淋浴时因缺氧而导
致晕厥摔伤。”段贤清说。

还有便携式输液器、运动员参赛信息
智能提醒牌、智能移动话筒平台装置……
段贤清创客工作室成为了一个小型的“科
幻空间”。

工作室自 2016 年底组建以来，除由
段贤清担任工作室首席名师外，还有核心
指导老师 5 人，经常性参与活动的学生
200多名。

目前，已指导学生参加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机器人竞赛等近十种科技创新类比赛，获
得世界级奖励 6 人次、国家级奖励 40 余
人次、省级以上奖励100余人次。

走上发明创造之路源自心底热爱

“作为数学老师，为何会‘玩起’了发

明创造？”记者好奇地问道。
“其实我一直对发明创造很感兴趣，

以前只是想，却因工作忙，没有付诸实
践。2016年，教育部举办了第九届（东方
教具杯）全国优秀自制教具展评活动，我
发明的立体几何一体化动态教具参评了，
没想到获得‘部优奖’，这给了我很大的信
心。”段贤清说，从此以后对发明创造开始
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热爱，只要有空闲就
带着孩子们搞创造。

“带着两个高中班的数学课，每天晚
上还要到创客工作室指导学生，忙得赢
不？”记者问。

“很忙，很累，但是心里很开心。”段贤
清说，每次听到孩子们一个个有意思的创
意，发明创造的一个个特色作品，内心就
无比地欣慰和满足。

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段贤清还在工
作室装上了摄像头和录音设备，不论是在
家、在路上、外出，只要学生们有需要，通
过设备呼叫他，他立即可以接通进行线上
指导。

这些年，段贤清创客工作室也得到了
学校和长沙市、县两级教育局、科技局的
大力支持，添置设备，支持经费。

段贤清自己也相继获得了省十佳
科技教师、长沙市创新教育先进个人等
荣誉。

通过“小切口”
做心脏“大手术”

湘雅医院专家5小时完成微创双瓣膜
置换手术

县域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泸溪县
加快省级创新型县建设步伐——

依靠科技支撑产业发展

7月6日，隆回县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招聘报名现场，众多人前来报
考。此次该县290个乡村教师岗位，吸引了1300余人报考。连续8年
来，该县每年招聘青年教师到农村中小学校任教，促进农村教育均衡发
展。 罗理力 摄

乡村教师成了“香饽饽”

7月25日前公布考生成绩
和录取控制分数线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汤雪如）鲜花挥舞、战鼓声声、
红旗飘荡，7月6日，长沙同升湖实验学
校在高考前夕举行“送考节”，1362 名
高三考生在全校师生的欢送下，在“高
考大捷”“同升必胜”的呐喊声中，登上
34辆大巴，自信满满奔赴高考“战场”。

该校的“送考节”延续了 20 年。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送考大会”转移到
了线上——同学们坐在教室，通过电视
观看副校长向赞勋的临别寄语。“即将
奔赴高考考场，高考对我们的最大价值
是什么呢？”向赞勋表示，高考对于同学
们的最大价值，是把握好选择的机会，
他期待大家能做好人生的每一道选择
题，更期待在社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
候，大家能选择担当和奉献，将自己的
生命价值高高扬起。

随后，班主任们和学生深情讲述“最
后一课”，老师们纷纷送上爱心满满的

“糕粽（寓意高中）”、并为每一位学生系
上幸运红丝带。考生们互相鼓励着，他
们有的贴上了“必胜”的贴纸，有的戴上

了印满了加油口号的口罩合影……校园里一片温
馨。该校高三二班学生王天立说，“高中这三年，我
很感激一千多个日夜中拼搏过的自己。高考只是人
生中的一个小山坡，翻过去，我会看见更美的风景。”

下午13∶39，擂鼓声声，送考车队笛声齐鸣，满
载着高三学子出发。200米的送考队伍中，有齐声
呐喊的学弟学妹们，有穿着旗袍的老师们，还有从
外地特意赶来的父母、亲人。已连续6年送考的英
语老师覃湘琼说，虽然今年的高考推迟了一个月，
但考生们心态都比较平稳。

“为给学生最好的‘陪伴’，高三老师们主动与
学生谈话、进行心理疏导、面对面学业辅导，为最
后一程保驾护航。”高中部姚丽君主任介绍，高考
期间，学校还安排了6位专职心理教师全程陪考，
为考生提供心理减压疏导。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张鸿）7月6日，岳阳
市途经中心城区各考场的公交车
辆，贴上了“爱心送考”标贴，考生
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岳阳市
公交集团董事长宋辉表示，“爱心
送考”将全力为学生提供舒适、便

利的出行条件。
据了解，岳阳公交“爱心送考”时

间为7月7日至8日、11日至13日。
岳阳市公交集团制定了专门的运输
计划及保障方案，对参运车辆进行全
面检查，排除隐患。安排驾驶技术过
硬、综合素质较好的驾驶员参加“爱

心送考”，并要求公交车辆严格遵守
交通指令，在考点附近禁鸣喇叭。

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岳
阳市公交集团还对驾驶员进行体
温测量，对车辆及时消毒，督促乘
车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戴口罩、接
受体温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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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公交推出“爱心送考”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6件，培训学生获得专利23件——

数学老师“玩转”发明创造

7月6日下午4时，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考长沙市雨花考区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
考点，考生佩戴口罩有序“踩点”，熟悉考场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7月6日，花垣县边城高级中学考点，考生
通过安检时使用免洗消毒液消毒。为实现“平
安高考、健康高考”，该县严格落实体温检测、消
毒等措施，所有考务人员和考生接受身体健康
监测和消毒后方可进入考点。

周智敏 刘红春 摄影报道

平安高考
健康高考

熟悉考场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
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高甜
甜）“好山好水飞好歌，阿哥
阿妹歌传情。”从绝美张家界
飞出的一首山野民谣《你莫
走》，以其通俗易懂、温暖质
朴的歌词和粗犷豪迈与婉约
缠绵交错的旋律，直击人的
心灵，火遍大江南北。记者
从近日举行的张家界旅游网
红经济推进暨《你莫走》现场
座谈会上了解到，这首民谣
正以开放的姿态撬动张家界
旅游网红经济发展。

《你莫走》由许勇作词、
舒维作曲、山水组合演唱，围
绕张家界民族元素进行创
作。歌中男声粗犷豪迈，女
声细腻温柔，哥哥有力量，妹
妹有柔情。一声“你莫走”，
一声“我不走”，喊醒了爱情
的记忆。歌曲自4月底发布
以来，网络综合点击已逾 15
亿次，抖音翻唱版上百万，并
在华语乐坛、酷狗top500的
6 月音乐排行榜持续排名第
一。

下阶段，张家界市将组
织《你莫走》现象系列研讨
会，通过各种渠道和竞赛，把
张家界的好山好水元素融入
到各大短视频平台，进一步
推动张家界网红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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