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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大学生微创业武汉启动
优秀项目能直接与风投人面对面

本报讯（记者朱佳琦 通讯员陈佳丽）6
月 17 日，华中科技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内，
创新创业专家、投资人和创业新锐与来自武
汉各高校的 200 余名大学生，就“互联网 +
微创业”展开交流。记者从活动现场获悉，
2017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即日正式启动。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创业红娘”刘玉坚
持 15 年，带出一个知名高校创新创业社

团——
—Dian 团队，从中走出 50 多家创业公
司，其中 13 家公司“身家”已过亿元，该团队
的培养模式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15
年以来，每月底，刘玉还要牵头举办一次创
业相亲会，为创投双方牵线搭桥，前 23 期红
娘会累计项目签约额已达 9414 万元。刘玉
跟现场同学分享感悟，“ 没有踩过那么多
坑，怎么可能一次创业成功？创业教育必须

加强实践体验。”她指出，当前大学生创业
急需提升独立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据悉，2017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以“寻找
互联网梦想 + ”为主题，即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15 日，大学生微创业行动面向在校大学生
及毕业 5 年内的大学生个人或团队，广泛征
集微创业项目计划书、已实施的微创业项目
和互联网金融服务项目计划书，最终将评选

万名大学生诵经典

想念家乡菜，聚会秀厨艺

湖大开校内“共享厨房”
要同学们带上食材，洗菜、切菜、炒菜、出
锅摆盘均可在共享厨房内实现。
杨海北介绍，来下厨的学生，只需在“共享
厨房”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预约，并收取一
个人 10 元器材使用费。“周末通常人最多，一
来就是十几个。”据了解，“共享厨房”从 5 月
中旬正式开始营业起，共有六十余人光顾。
“开共享厨房并不是为了赚钱。”家在
河北唐山的杨海北说，总听周围伙伴抱怨

在学校食堂吃不到家乡菜、寝室因限电问
题又不好下厨……“那为何不建立个平台，
让大家既可动手做自己想吃的菜，同时还
可提供位置让大家一起享用呢？”杨海北
迅速把这个想法和校饮食中心的郭经理反
映，两人一拍即合。
杨海北说：“ 初期只有在厨房自主做饭
这一项活动，未来还会开设微信小程序，
让‘共享厨房’的功能更多样化。”

酱牛肉泛绿光，变质了？
康康姐：要区分是光栅衍射还是本身变绿

本报讯（记者邹婵娟 通讯员姚林萱）
小吴一家三口外出吃饭，点了一份回锅
牛肉，端上来发现牛肉居然泛着绿光，一
气之下将店家给举报了，理由是“售卖变
质食品”，店家觉得很委屈。店家到底委
不委屈？昨天，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专家康康姐坦言：店家确实很委屈。
市民小吴认为他看到的绿光酱牛肉
是变质的，而且坚信那绿光还是重金属
污染。
康康姐说，事实上，动物的肌肉组织
和电缆线一样，都是一根根的肌纤维绑
在一起形成的，当我们切开它们的肌肉，
肌纤维被切断，那么断面上就会形成很
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时如果有
光线从合适的角度照射到这个断面上，
那些凹凸就会让光发生一种光学效应，
也就是传说中的“反射式光栅衍射”。
就是因为这个光学效应，使得你能用
肉眼看到一些像彩虹的颜色，不单单是

留住百万大学生

20颗乳牙烂了 15 颗
4 岁女童全麻补牙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 悌 ……”近
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操场上，万余名
学生齐声诵读《弟子规》，拉开了校园万
人合诵展演活动序幕。据了解，该校近
年来广泛开展“经典进校园”活动，把经
典诵读贯穿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着
力打造“书香校园”“ 文明校园”，引导广
大学生与经典为伴，与圣贤同行，领略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记者李子云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马梦娅 通讯员张诗琪）
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拼车，还有共享租房、
共享雨伞……近日，在湖北大学风华园食
堂内，来自环境与艺术设计专业的大三学
生杨海北开了间“共享厨房”。只要带上食
材，花几块钱租用，人人都可下厨。
“共享厨房”有 40 平米，内有一个大圆
桌、四个灶台、一个烤箱和一个打发机，同
时还提供煤气、餐具以及酱油、花椒等。只

出 50 个优秀微创业项目、20 个优秀组织奖分
享 100 万元创业扶持资金，其中，20 个优秀微
创业获奖项目还将在成果发布会现场路演，
与风投机构代表和专家面对面交流。

绿色，仔细看的话，还有黄色、红色等色
泽。其实，这种光学效应并不是牛肉的特
例，猪肉、羊肉、鸡肉甚至鱼肉都可以出
现。这种现象通常只发生在熟肉上。
康康姐说，店家的确很委屈。不过，如
果肉本身变绿了，那就真是变质了。那么，
如何区分是光栅衍射还是本身变绿呢？
康康姐表示：很简单，只要稍微调整
一下观察的角度，如果是光栅衍射，色泽
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看不见了。如果
颜色不变，怎么看都还是那个样子，那就
是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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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赵健

： 武汉晨报
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本报讯（记者邹婵娟 通讯员李晶晶）
前日，武汉第一口腔医院在全身麻醉下为
一名 4 岁女童进行口腔治疗，为何如此冒
险？原来是这名女童全口 20 颗牙，烂了 15
颗，不仅影响进食，而且还不同程度地为
今后的换牙埋下隐患。
据了解，孩子全家是专程驱车从外省
赶来的，而且孩子特别恐惧看牙。在医生
耐心的引导下好不容易完成了口腔检查，
全口 20 颗牙齿中，竟然有 15 颗龋齿，此
外下牙牙龈还有肿胀。
由于孩子年纪较小，无法主动配合医
生的操作，而且龋齿数量实在太多，采用常
规治疗可能需要在捆绑下进行多次手术。
考虑再三，医生决定为孩子进行全身麻醉
手术。手术由该院儿童牙科主任孙燕进行，
一次性解决了孩子口腔内全部的牙齿问
题。
孙燕说，事实上儿童全麻口腔治疗并
非新技术，主要是全身麻醉让家长担心的
可能是安全问题和术后对孩子智力的影
响。事实上，在实施全麻的过程中，从术前
准备到最后苏醒，口腔医生、护士、麻醉医
生会密切配合，保证每个环节的安全。
怀揣 10 斤重肿瘤
分解成 16 块才取出

本报讯（通讯员孟佳 赵林 记者王春
岚）49 岁的唐女士，家住汉阳郭茨口，未
婚。唐女士此前身材苗条，身高 1.62 米、
体重 80 多斤。近 3 年来，唐女士体形逐渐
“发福”，今年春节后体重达 122 斤，肚子
隆起犹如足月的准妈妈。因食欲好、很少
运动，唐女士以为只是长胖了。前不久，她
因腰酸、腹胀、尿频就医后才知道，原来腹
中长了 10 斤重巨型子宫肌瘤。
接诊的武汉市汉阳医院妇科主任余
桂梅教授介绍，唐女士子宫内肌瘤直径约
40 厘米，几乎填塞了整个腹腔，微创腹腔
镜根本无视野和操作空间，只能做开放手
术。为减少创口，余桂梅决定在腹部切开
8 厘米刀口，先将瘤体底部与周围粘连组
织分解，再将肌瘤分解成小块后，从底部
朝上慢慢“托”出来。
术后称量，分解成 16 块的肌瘤共重
10 斤，比足月胎儿还重。幸运的是，病理
检查结果为良性。

食 物 、药 品 安 全 使 用 ，遇 到 假 冒
伪劣请拨打 12345

市民“尝鲜”新技术肛肠检查
因发病部位特殊，市民往往对便血、
疼痛等症状讳莫如深。不少肛肠患者就
因长期便血而贫血，肛瘘患者普遍有多
个瘘口破溃，肛裂患者因肛门疼痛不敢
痛快如厕，这些已成为都市人健康的
“痔命”拦路虎。
据临床统计，约有两成肛肠病患者因
害怕做检查而贻误病情。为配合肛肠慢病
防控工作，省慈善总会携手汉口中医肛肠
医院开展肛肠病精准援助计划。开展“微
检查——
—新型肛肠镜”项目，有望改变这

一窘状。
据了解，汉口中医肛肠医院自开展肛
肠微检查新技术，减轻了肠镜在肠道中牵
拉引起的疼痛，可即时检测观察，提高了
疾病的检出率。
自今年 2 月份以来，肛肠微检查已在
该院临床开诊近 5000 多例。即日起，有便
血、疼痛、肿物脱出、腹泻等困扰的市民，
可拨打热线 027—85699663 报名，50 元
体验该院新型超导光电子肛门镜检查，每
日仅限前 30 个专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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