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何云雄 王德芳 记者 周小雷)

“对口扶贫真的好， 不仅帮我
们解决祖祖辈辈的饮水难问
题， 还帮大家寻找共同致富
的路子。” 今天， 江永县铜山
岭农场河渊村村民何云峰高
兴地对记者说。

河渊村是国家级贫困村，
山多地少， 自然条件差， 村
民生活贫困。 今年初， 由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省人
防办组成的对口扶贫工作组
进驻该村后， 多方筹资130万
元， 准备建造一个800吨高位
给水池， 从距离村庄3.6公里
外的山脚下引水。 扶贫工作
组在深入调研基础上， 还准
备在该村建立一个500亩的生
姜、 香芋、 中药材种植基地，
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6月5日早晨， 株洲市331厂的吴师傅推着轮椅上的妻子， 来到株洲市风光带看风景。
因为妻子患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 他常年精心照顾着她。 朱少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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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唐小玲 黄旻 ） 今天是第
42个世界环境日。 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联手长沙市一中、
砂子塘小学、 井圭路小学等中小
学， 开展“大手拉小手， 共筑中国
梦” 主题活动。 活动采用环保作品
秀、 沙盘展示、 废水处理讲解、 行
为艺术等丰富多彩的形式， 唤起

中小学生爱护美丽、 保护环境的意
识。

当天， 国家环保部的有关负责
人， 还将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基地的匾牌授予长沙环境保
护职业技术学院。 这标志该院成为
我国环保系统、 也是我省唯一一家
入选的环保类国家级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段涵敏通讯员梁丽娟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今年
“爱眼日”的活动主题为“汇聚中国
梦，2016年前消灭致盲性沙眼”。 沙
眼是个大家经常听说的一个眼病，
很多人也把眼睛红、流泪、磨痒等
症状自我诊断为沙眼。 但严重沙眼
可能致盲，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发病率逐年下降，农村
患者较多

沙眼是一种衣原体感染引起
的慢性传染性结膜炎，是世界卫生
组织重点防治的致盲性眼病之一，
并且提出到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
消除致盲性沙眼的目标。 据了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我国沙眼患病
率高达50%。

记者从省防盲办公室了解到，
近些年我省沙眼发病率明显下降，
但由于沙眼患病和病变的严重程
度与环境卫生、生活条件及人们的
重视程度不足密切相关，往往会在
学校和幼儿园、卫生条件差和缺乏
水源的地区流行，在一些农村和卫

生条件差的地区， 要特别引起注
意。

“沙眼主要是由于生活不卫生
引起的，经常用脏手、脏东西碰眼
睛，导致感染。 ”省人民医院眼视光
中心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娄小波
解释，沙眼多为急性发病，病人突
然有异物感、畏光、流泪。 数周后急
性症状消退，进入慢性期，症状减
轻。 如果此时治愈或自愈，不会有
后遗症。 但在慢性病程中，常会重
复感染。

沙眼严重可能致盲，
切莫不太当回事

眼科医生在临床中发现，除非
是急性期，很多沙眼患者平时都不
太当回事， 顶多自己买点眼药水，
不舒服时滴一下就过去了。 体检查
出患沙眼，多数人也会觉得“不是
什么大病”， 有些人甚至认为无需
治疗，“随它去好了”。 也有不少人
用药后一旦症状有所缓解，便停下
来，很少坚持足够疗程直到彻底治
愈。

“这种现象令人担心。”娄小波提

醒，感染沙眼可以延续数年乃至数十
年之久，沙眼的危害在于并发症。 患
上沙眼数年后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
如倒睫、睑内翻、角膜白斑等。这些并
发症都可能对患者视力造成损害，甚
至失明。

值得注意的是，沙眼与其他眼
部感染性疾病（如细菌或真菌感
染）不同，患者一旦感染沙眼衣原
体， 如果不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可
能会长期携带病原， 感染他人，造
成疾病的不断传播和流行。 在一些
沙眼流行或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
地区，若个人卫生习惯不好，稍不
留神也易重复感染。

勤洗手莫揉眼， 游泳
消暑注意水质安全

“要彻底消灭沙眼，预防最重
要。 ”娄小波提醒，由于沙眼衣原体
常附在病人眼的分泌物中，任何与
此分泌物接触的情况，均可造成沙
眼传播感染的机会。 因此，要贯彻
预防为主的方针，培养良好卫生习
惯。 例如，不用手揉眼，毛巾、手帕
要勤洗、晒干；托儿所、学校、工厂

等集体单位应分盆分巾或流水洗
脸，对沙眼病人应积极治疗，加强
理发室、浴室、旅馆等服务行业的
卫生管理，严格毛巾、脸盆等消毒
制度，并注意水源清洁。

正值夏季，在不洁泳池游泳也
是感染沙眼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
眼科专家特别提醒市民，在游泳消
暑的同时， 应当特别注意水质安
全，最好能佩戴泳镜，以免眼睛直
接接触到水；游泳过后，应当用清
水彻底洗澡清洁。 一旦发生沙眼感
染， 患者用品应当单独隔开使用，
避免交叉感染，并及时就医治疗。

专家介绍，目前控制沙眼普遍
采用“SAFE策略”，“S”为手术治疗
倒睫，“A” 为抗生素治疗沙眼衣原
体感染，“F”为面部清洁，“E”为改
变环境以减少沙眼衣原体在人与
人之间的传播。 轻症者可在医生的
指导下外用眼药水、 眼药膏治疗。
处于急性期或严重的沙眼发作期，
还应考虑在短期内配合口服阿奇
霉素等药物治疗。 而针对不同的并
发病症，必要时还需手术，如通过
手术矫治睑内翻、倒睫。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辉） 今天凌晨， 家住洞口县63岁的肖林
（化名） 因吃了野蘑菇而出现中毒症状，被
紧急转送至省人民医院。

“病人刚来时，主要表现为胃肠炎症
状，腹痛、呕吐、腹泻。 ”省人民医院急诊
医学中心主任刘智玲教授介绍。 检查结
果表明，该患者肝脏功能严重受损，转氨
酶正常值一般为0至40μ/L，而肖林高达
2000μ/L， 其黄疸指数也大大超出正常
值。 刘智玲表示，一般患者经及时治疗，2
至3周后可恢复，严重者也可能因中毒性
心肌炎或中毒性脑炎等引发死亡。

刘智玲教授说，今年开春至今，该院

收治了10余名食用有毒蘑菇中毒的患
者。

刘智玲提醒， 每年春夏季节是蘑菇
生长旺季， 由此导致的食用蘑菇中毒病
例也会增加。 尽量少采摘野生蘑菇食用，
食用蘑菇后如果出现不适， 应保留样品
供救治参考， 中毒者应大量饮用温开水
或稀盐水，手指伸进咽部催吐，以减少毒
素的吸收。 为防止反复呕吐发生的脱水，
最好让患者饮用加入少量食盐和食用糖
的“糖盐水”以补充体液，防止休克。 对已
发生昏迷的患者不要强行向其口内灌
水，防止窒息，可为患者加盖毛毯保温，
尽快送到医院就诊。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洁 何国花）患有17年严
重痛风性关节炎，来自云南的杨先
生双膝完全“石化”已6年多未能正
常走路。 近日，他在湘雅医院接受
了双膝关节置换手术，重新伸直腿
走路。 目前康复状况良好。

“一般病人是关节周围骨化，
而整个膝盖都硬化成‘石头’的非
常罕见。 ”据湘雅医院骨科主任胡
懿郃教授介绍，由于杨先生体质特

殊，其整个膝关节内的韧带、半月
板、 滑膜等完全骨化形成“痛风
石”，且造成两侧膝关节强直，导致
杨先生无法站直或蹲下，就连自己
穿袜子都比较困难。

如何让杨先生重新正常行走

呢？ 胡懿郃认为，将“石化”的关节
清理干净，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然而，目前应用较多的关节镜
却无法插入骨化的关节。 杨先生膝
关节病变部位比较大，又无法借助
关节镜观察膝关节内部结构，此

外，几乎切除整个膝关节，如何重
建关节保证正常活动能力，这都是
一个个棘手的难题。

胡懿郃只能一点点清除病变
的组织，避免伤及重要的血管和神
经。为将复发的几率降到最低，96%
的病变组织被切除，仅保留极小的
一部分维持关节的正常活动，并以
人工材料重建膝关节。 以往2个小
时能完成的手术， 此次将近花了2
倍的时间才顺利完成。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梁辉）被铁钉扎伤脚的小郑，几天后
突然出现面部痉挛、四肢僵硬的症状，近
日赶到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才发现，
得了破伤风。

小郑今年22岁，是益阳市桃江县人，
在长沙某工地从事建筑工作。 20多天前，
他不慎被一枚生锈的铁钉扎伤了左脚，
因为嫌麻烦，没有到医院就诊，而是自己
到药店买了些消毒药水涂伤口。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刘智玲教授

说，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杆菌外毒素导致的
神经系统中毒性疾病， 破伤风杆菌广泛地
散布于泥土和人畜粪便中， 该菌产生外毒
素可致使神经系统中毒， 出现四肢与躯干
肌肉僵硬、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
症，甚至死亡。 一切开放性损伤如锐器伤、
开放性骨折、烧伤，甚至细小的伤口如木刺
或锈钉刺伤，均可能发生破伤风，必须及时
到医院进行处理。破伤风如不及时治疗，死
亡率在10%至40%左右， 切不可忽视小伤
口，惹出大麻烦。

健康���话题

“沙眼”虽小，可能致盲
吃野蘑菇致肝脏受损

小伤口惹出大麻烦
小伙子铁钉扎脚未重视，导致破伤风

严重痛风致双膝“石化”

置换关节后恢复正常行走

扶贫工作组江永“造血”扶贫
环保职院晋升“国家级”基地

（上接1版①）
谢立表示， 虽然目前环境质量总体

保持稳定， 但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还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大气雾霾等新的环

境问题不断出现， 农村环境整治刚刚起
步， 环境保护工作进展不平衡等问题仍
然较为突出， 全省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
严峻。

（紧接1版②）学生对导师的指导态度、指
导时间等方面进行评价， 学校对导师的
科研能力、基本素质等进行考核。 两者测
评总分低于60分者将直接被取消博导资
格。

湖南大学推出博导动态选聘制度
“新政”后，博士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博
士学位论文连续两年获得“全国百优”，
并在近3年各级博士论文抽检中无一不
合格。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申喜志 记
者 柳德新 ）端午节前夕，攸县丫江桥乡
联胜村村民刘胜海来到村部小超市的
“助农取款服务点”， 取走在深圳打工的
儿子汇回来的款， 用作过节开支。 而此
前，村民们要奔波10多公里，到集镇才能
取到款。

这是农行湖南分行推广“村村通”工
程、圆偏远农户取款梦的一个缩影。 为改
善农村金融支付结算环境， 农行湖南分
行创新服务“三农”模式，积极拓展新农
合、新农保代发业务，加大对智付通、农
商通、转账银行等机具的安装推广力度，
打造“村村有机具、支行有项目、农民可

刷卡”的“村村通”立体式金融服务工程。
截至5月底，该行累计安装智付通、农商
通等各类电子机具近4万台，设立“三农”
服务点3.8万个， 覆盖3.2万个行政村，累
计办理助农取款交易343万笔共9.5亿元。

针对“村村通”工程点多面广等特点，
农行湖南分行组建流动服务组， 每个县域

支行至少配置2至4名专职人员、 一个农村
网点至少配置1名客户经理，专职从事推广
宣传、机具安装、人员培训等工作。 该行还
加大对服务点机具的巡检和维护力度，公
布24小时服务热线， 做好服务点现场或非
现场培训，多渠道送金融知识到服务点，让
农民朋友安全放心使用惠农机具。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唐
爱平 ） 6月5日晚， 中联重科
公告披露， 5月30日和6月4
日， 包括公司董事长詹纯新
在内的21名高管共增持公司
股票1937.9万股， 累计增持金
额超过1.4亿元。 而这也是高
管层自2008年来第二次集体
增持公司股份。

“从外部来讲，随着稳增
长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城镇
化建设项目的陆续启动，工程
机械市场开始缓慢复苏；从内
生动力来看，模拟股份制等制
度创新，连续级配搅拌站等产
品结构创新，无疑夯实了公司
的稳健经营战略。 ”银河证券
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邱世梁
如是剖析中联重科高管增持
的双重信心所在。

2008年8月底， 公司19名
高管集体增持78万股， 成本
约为10.2元至10.39元， 总金
额约804万元。

时至今日， 通过分红扩
股， 这部分增持股份数量已
增至245万股， 总市值亦大幅
增加。

经历了2011年、 2012年
的行业寒流后， 工程机械已
经开始出现缓慢复苏之象 。
资料显示， 2012� 年下半年，
在“稳增长” 的大背景下，
铁路投资、 基建投资加速 、
设备招标重启。 据国家“十
二五” 规划的固定资产和基
础建设投入测算， 工程机械
行业增速仍然要求保持在17%
左右， 因此， 2013年工程机
械行业将进入温和复苏阶段。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王力
夫 胡淋伟 记者 张斌） 6月5日傍
晚， 随着三艘千吨级的平板船缓缓
驶入长沙新港码头， 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局顺利将46辆航空特
种车辆从千里之外的南京运回长
沙。

2012年1月， 被执行人湖南中
宝公司与申请执行人某商业银行
签订 《授信额度协议》， 某商业银
行以信用证的方式向中宝公司的
贸易发放融资贷款共计4022.7万
元， 双方约定中宝公司所有的46
台特种车向银行质押。 而该批车辆
远在江苏。

由于车辆存放地的江苏某公
司正进入破产重组程序， 该批车辆

也先后被江苏、 广东等地法院先后
查封冻结。 为了保护质押权人的合
法权益， 某商业银行向长沙市中院
起诉， 并申请强制执行。

长沙市中院将案情向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汇报， 由省高院商请
江苏省高院配合支持。 江苏省高
院、 南京市中院、 江宁区法院三级
法院均表示积极支持配合。

今年5月29日， 在湖南省高院
指导调度下， 长沙市中院执行局组
成执行分队远赴江苏， 取得了江苏
法院、 公安的充分配合。

这批查封回长的车辆购置价
值7000万元， 近期将进行评估拍
卖， 所得款项作为执行款返还给某
商业银行。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邹
靖方 通讯员 王诚） 今天，中
韩两国计量工作研讨会在长
沙举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张玉宽院长、 韩国计量院
Dae-ml� Kang院长、以及两国
从事计量研究工作代表60余
人参加本次研讨会，会议主题
是环境计量、医学计量、能源
计量，旨在共同探讨社会发展
过程中节约能源、 环境保护、
保障民生等领域计量难题的
解决方法和途径。

会议期间， 中韩两国计
量专家做了“智能电网与电
动汽车计量研究报告”、 “医

学计量研究” 等五个专题报
告， 并就有关技术问题进行
了深层次的交流。 韩国方面
介绍了韩国计量院最新工业
计量先进实验室、 精密计量
实验室的情况。 与会代表讨
论了共同感兴趣的议题： 如
何满足不断发展的通讯， 信
息技术、 智能电网、 医学等
方面的计量需求、 国际计量
委员和咨询委员会长期战略、
促进中韩计量工作双边合作
等。 与会专家还来到我省计
量检测研究院参观， 对正在
开展的有关计量科学研究项
目进行了指导。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 肖强） 记者从长沙
市交警部门获悉， 自5月30日对第
一批城区部分主干道路段19条人
行横道撤除后， 人车冲突明显
减少， 城区相关主线交通疏散
明显加快 。 今天， 长沙市交警
部门再次到万家丽路、 潇湘路、 晚
报大道、 蔡锷南路、 人民中路、 湘

江路、 芙蓉南路展开实地调研， 拟
撤除万家丽路 、 潇湘路 、 湘江
路、 芙蓉南路共 11处路段人行
过街设施 ， 调整 1处路段人行过
街设施。

交警部门还将同步整改车辆
通行和行人过街相关标志、 标线、
信号灯、 立柱等设施， 完善路段车
道分界线、 隔离护栏等。

行业复苏提振信心

中联重科高管
集体增持公司股票

累计增持金额超过1.4亿元

中韩计量工作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环境医学等
计量难题成研讨重点

把银行开到农民家门口
农行“村村通”工程覆盖3.2万个行政村

长沙中院
跨省执行一起大案
涉航空特种车辆46台， 价值7000万元

长沙拟再撤除11处人行横道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银明 刘权剑） 记者今日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 湖南交通物流信息服务网（WWW.
JT56.ORG）已于近日开通上线，查询者在该
网站上可免费及时获取全省3000多家物流
企业的信息。

记者进入该网站看到，从公路、铁路、水
路、航空，到仓储、零担、整车等，各类物流信
息一应俱全。 如需查询2日内从长沙至合肥

的货车信息，只需点击主页上方的“信息共
享”一栏便可获取数十条相关信息。 在该网
站中还可及时追踪查询正在进行的物流业
务状态。

据了解， 目前全省3000多家物流企业
中，应用信息技术和建有信息网或企业网站
的不足四成，在从事物流业务的54000多家
工商户中大部分仍然只靠电话承接和完成
业务。

交通物流信息服务网开通

身边���的美丽 相濡以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