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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罗丹）从22日起，由气象工作者与媒体
组成的“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行”考察团，
环绕洞庭湖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气候变
化对当地水资源、农业、生态、社会经济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行”活动是我
国气象部门举行的一系列气候变化实
地考察与科普宣传活动，旨在从科学角
度见证气候变化、面向公众宣传应对气
候变化。 2010年以来，“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行”先后走进青海、内蒙古、江西、
广西、广东，成功举办了5次活动。 这次
在我省举行的是第六期“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行”活动，活动主题是环洞庭湖应
对气候变化与两型社会发展。环洞庭湖
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气候变化对该
地区水资源、农业、生态、社会经济等都
将产生深远影响，对此，湖南省气象部
门已成立洞庭湖气候中心。活动主要考
察环洞庭湖区长沙、湘阴、汨罗、岳阳、
沅江等地。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雨滋 肖华

俗话说“菜花黄，疯人狂”，春
季是精神病高发时期。 4月24日
上午， 在省脑科医院精神科4病
室，37岁的李树（化名）犯病后和
病友起了冲突，打了病友和护士，
被医生送进了一级护理病房。

快10年了，李树是医院住的
时间较长的老病号之一。 在此之
前，他曾毕业于一家名牌大学，有
一份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作。

“病情稳定时，我们曾接他回
去住过几次， 但每次他都喜欢往
外跑，不给钱就打人。有一次他偷
了我的手机和钱，偷偷跑到上海，
最后被公安机关送回家的。 ”70
多岁的老父亲谈起儿子， 眼中流
露出深深的忧伤。 因为儿子患有
精神障碍躁狂症， 老两口经常要
挨他的拳头，无奈之下，只得把他
一直留在医院。

每个月四五千元的治疗费，
让李树的家庭负债累累， 但老父
亲庆幸的是，因及时治疗，儿子至
今还没有出过啥大事。

而36岁的王军（化名），就没
有那么幸运。 原本幸福的三口之
家，却因为他的患病，家破人亡。

4月15日晚9时， 王军跟老

婆、 女儿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看电
视， 因为一点小事， 夫妻俩发生
了争执。 凌晨12时上床睡觉时，
王军碰醒了已经熟睡的老婆， 老
婆骂了他一句， 随后两人发生了
争吵。

情绪激动的王军随即到厨房
拿了一把菜刀， 没料到， 他老婆
也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对峙。 见
老婆来真的， 王军转身往女儿房
间的阳台上退。 在慌乱中， 老婆
往王军背部砍了两刀， 但王军当
时没注意到， 随后两人都将菜刀
放回厨房， 回房睡觉。

当王军从镜子里见自己背上
被砍了一个口子， 要老婆处理伤
口。 发现老婆没有理睬， 他开始
用拳头对着老婆殴打。 老婆往外
跑时， 王军又从厨房拿来菜刀追
上去一顿乱砍， 将她砍死在门口
的楼梯间角落。

第二天早上， 他来到公安部
门自首， 随后被带到省脑科医院
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4月25
日， 他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 作
案时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省脑
科医院精神司法鉴定中心单飞豹
主任介绍， 王军有言语性幻听，
称一个人独处时经常听到有人讲
他的坏话， 有被害妄想， 总感觉
有人要害他。

近年来， 类似王军这样的精
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事件屡屡见
诸媒体。 单飞豹介绍， 我省有两
家省政府指定的精神司法鉴定机
构， 每年接受精神司法鉴定申请
超过1000人次， 其中80%以上
被鉴定为重性精神疾病， 相当于
平均每天发生2起以上重性精神
疾病引发的严重刑事案件， 而
50%以上无刑事责任能力。 案件
涉及杀 （伤） 人、 抢劫、 放火、
性侵犯、 盗窃、 投毒、 爆炸等，
有的精神疾病患者因得不到有效
的治疗或得不到监护而在一年内
数次肇事。

王军的家人介绍， 从2000
年底开始， 王军的性格就变得有
些怪异， 兴奋话多， 易激惹， 爱
说大话， 睡眠差， 记性很差， 还
时常离家出走。 结婚后夫妻关系
不好， 经常吵架。 近一两年， 王
军的性格变得孤僻， 不爱与人交
流， 喜欢自言自语。 曾有同事跟
他玩笑， 他就去买了好多教材自
学， 说是要考大学； 和同事打牌
发生争吵， 他拿着夹钳威胁要
“搞死” 谁。 亲朋好友劝他去医
院看病， 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有
病， 也拒绝接受治疗。

“其实大部分悲剧都可以避
免。 但目前就诊率低， 致使很多

患者不是长期关锁家中， 就是流
浪街头， 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
素， 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
担。” 省脑科医院院长谭李红介
绍， 我省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
100万。 但据初步统计， 能得到
治疗者仅15万左右， 这意味着
85%的病人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

“患者的一些极端表现都与
自身病态体验密切相关。” 省脑
科医院精神科大科主任、 主任医
师邬志美解释， 例如有些患者，
经常自言自语， 对空谩骂， 其实
他是存在幻听， 幻听是很多精神
疾病的症状之一， 当他感知到一
些伤害自己的幻听时， 故对骂反
击， 有些甚至有严重的冲动伤人
行为。

专家提醒， 面对精神疾病患
者， 不要流露急躁和嘲笑， 更不
要与其正面对立， 可引导其唱
歌， 跑步， 绘画等， 保持环境安
静， 避免外部刺激。 患者家人要
关心体贴患者， 减少无关刺激，
设法取下患者手中的棍棒或利
器， 对有关告急的电话号码和联
系对象务必熟记， 对攻击企图严
重的患者应采取必要的隔离措
施， 还可及时与就近的公安部门
联系， 送医院治疗。

2岁“熊猫血”男孩
病情趋于稳定

长沙670名志愿者保障“熊猫血”供应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黄晚元）2岁

的“熊猫血”男孩涵涵因严重缺乏血小板，幼小的生命随时可能
因为失血导致死亡。今天，不少热心的长沙市民得知涵涵的病情
后，来到省儿童医院和长沙血液中心，为涵涵加油鼓劲。 省儿童
医院ICU2科主治医师黄娇甜介绍， 涵涵的血小板值已有所回
升，目前病情暂时趋于稳定。

十多天前，涵涵受凉后出现持续高烧不退，在当地诊断为重
症肺炎，于24日被紧急送入省儿童医院重症病房。因为严重缺乏
血小板，涵涵随时可能出现大出血，但他又是罕见的A型RH阴性
血，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当时长沙血液中心没有库存。 由于
情况紧急，医院当即向社会发出紧急求援，长沙血液中心也积极
联系志愿者。 今天上午，来自长沙县的罗先生赶到血液中心，捐
献了机采血小板。

“是否需要输血，有明确的输血指征，应根据孩子的病情具
体判断。 ”黄娇甜表示，24日涵涵出现血小板急降的情况，在医护
人员精心的监护治疗下，涵涵的血小板值已有所回升，虽然目前
仍然较低，但已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域值，故暂时没有输血。 她
同时表示，孩子病情仍不乐观，需要进一步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不排除仍然需要随时输血的可能。

长沙血液中心负责人表示， 涵涵需要的是A型RH阴性的机采
血小板，而机采血小板的保存期限只有5天，所以血液中心是根据
医院的用血需求计划来预约献血者进行采集。 他表示，“熊猫血”家
属并不用担心，长沙市“熊猫血”的供应很稳定。成立于2006年初的

“长沙市稀有血型献血者之家”，拥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心成员670
余人，他们是“熊猫血”充足安全供应的稳定基础。 由于了解该血型
的稀有及在医学上的意义，“熊猫血”的献血者们都乐于奉献爱心，
因为帮助今天的别人，就可能会帮助明天的自己。

儿童免费接种11种疫亩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梁昌标）今天是第28

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主题是“宝宝健康，从接种疫苗开始”。
省卫生厅、 省疾控中心等单位联合在长沙新星小区广场举行了
宣传活动，号召社会关注儿童预防接种，提醒家长严格按照免疫
程序带孩子接种疫苗。

据了解， 儿童预防接种自2009年纳入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中，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从当年的人均15元标准已
上升到今年的人均30元标准。目前，我省免费接种的第一类疫苗
已扩大到14种，相对应预防的传染病也扩大到15种，其中儿童常
规免疫用疫苗11种，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髓灰质炎减毒活
疫苗等，可预防乙肝、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等12种疾病。2012年调
查显示， 我省1至4岁组、5至14岁组儿童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分
别由2006年的1.95%、2.73%下降至0.81%、1.6%，达到了5岁以下
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降至1%的目标。

在活动现场，省疾控中心相关专家介绍，接种疫苗是预防控
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最方便的措施，家长应了解预防接种
相关知识，主动办理预防接种证，主动带儿童接种疫苗，并告之
医护人员儿童身体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 孩子入托、入
学、入伍或将来出入境等都需要查验接种证，请家长妥善保管，
如有损坏或遗失，请及时补办。

里耶秦简邮票小型张首发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彭开科 陈新祥 刘怡 )

今天， 中国邮政史上第一次以里耶秦简为主题的邮票小型张，
在龙山县里耶镇首发。 该小型张以里耶秦简“迁陵以邮行洞
庭”、 秦代印泥“酉阳丞印” 和笥牌为主要设计元素， 以古驿
道为背景。“迁陵以邮行洞庭” 的秦简是中国最早的书信实物，
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他的病，家的痛 ———精神病房探访录之一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胡益龙 吴志勇 吴炳 蒋进 ） 4
月24日，“豪爵骊爽铁骑决战万佛山” 活
动在通道举行，“中国摩托车王” 耿杰和
“新西兰摩托车王” 迈克尔·塔兰特挑战
国家4A级景区万佛山4000米栈道， 获
得成功。 他们沿着坡度大于45度的梯级
栈道， 不到20分钟， 到达了万佛山主
峰。

通道万佛山·侗寨是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 万佛山主峰海拔达635米。 这次摩
托车极限挑战赛是万佛山“申遗” 系列
活动之一。 据悉， 中方选手耿杰今年27

岁， 来自山东青岛， 目前为中国摩协注
册A级车手， 也是目前国内唯一连续4年
夺得全国技巧摩托车赛总冠军的车手，
国内“平地飞人” 项目纪录保持者。 他
在国际的赛事中也获得过极好的成绩，
此次挑战万佛山用时17分46秒。 与他一
起参赛的新西兰选手迈克尔·塔兰特， 曾
骑摩托车过21个油桶， 用时10.933秒，
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此次挑战万佛山用
时19分12秒。 耿杰以1分26秒的优势胜
出， 夺得冠军。

赛后， 两位车王把此次比赛所得奖
金全部捐给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受灾群众。

中外摩托车王成功挑战万佛山

本报记者 陈薇

4月26日晚， 湖南卫视的全
民歌唱真人秀节目 《中国最强
音》 第二期即将与观众见面。 而
备受期待的 《中国最强音》 首期
在4月19日播出后， 选手表现、
导师点评、 后期剪辑以及节目模
式却成为观众集体吐槽的焦点。

业内专家分析，《中国最强
音》 首播引来普遍吐槽有几点原
因： 其一，《我是歌手》 的成功与
《中国最强音》 的不成熟形成反
差；其二，导师阵容的强大与现场
点评的平淡形成反差；其三，选手

“好声音”太少，与观众“养刁”的
耳朵形成反差；其四，节目前期宣
传势头大， 与首期节目兴奋点不
够形成反差。

对此，《中国最强音》 节目总
监制夏青解读：“作为一档音乐真
人秀，除了歌手现场演唱外，穿插
叙述歌手背后的音乐故事也是该
节目的特点。 目前只是大众演唱
会阶段，相当于海选，现在观众要
做的就是静待逆袭。 ”而据了解，
湖南卫视近期对该节目做出了调
整， 会更强化一些歌手的叙事方
式和展示，对于其他歌手的表演，
剪辑方式也会进行调整。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国内将

有近30档直播音乐真人秀节目轮
番登场，数量创近年纪录。 1月，湖
南卫视《我是歌手》登台；3月，央视
“青歌赛”开播；4月，湖南卫视《中
国最强音》接档《我是歌手》；5月 ,
将有安徽卫视《我为歌狂》、湖南卫
视《中国新声代》、天津卫视《天下
无双》以及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
声》扎堆开播；6月、7月 ,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湖南卫视《快乐男
声》、湖北卫视《我的中国星》等将
掀起暑期大战；9月，中国流行音乐
金钟奖在深圳卫视播出，赛事将持
续至11月底；而浙江卫视紧继《中
国好声音》之后，还有新节目《中国
好歌曲》再次冲击观众耳朵……

对于今年全国呈“井喷” 之
势的多档真人秀音乐类节目， 不
少业内专家并不看好， 认为其前
景堪忧， 甚至有人预言此类“音
乐真人秀节目 ” 很快会被“做
死”， 与此同时还将带来不少弊
端： 首先是有限的音乐类人才资
源被无止境地“开发”， 选手奔赴
各大选秀赛场犹如“赶场”， 原本
的“璞玉” 好声音也成为被过度
包装的“职业选手”， 难以培养出
真正优秀的歌手； 其二， 门类众
多的音乐选秀节目扎堆播出， 难
以培养一批专属的忠实观众， 这
也是节目制作方亟须思考的问题。

《中国最强音》期待逆袭
全国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呈“井喷”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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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部《精
神卫生法》，将于5
月 1 日 起 正 式 实
施。 目前我国精神
疾病患者超过1亿
人，其中17岁以下
儿童和青少年患
者约3000万 ，重症
患者约1600万。 而
在我省重症精神
病患者已逾百万，
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为大力宣传这
一法规，呼吁全社
会关心和帮助精
神病人，促进我省
精神卫生事业的
发展，本报拟从今
天起推出“精神病
房探访录”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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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行”来湘
考察气候变化对环洞庭湖影响

四位导师在 《中国最强音》 节目现场。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