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伍西明 武海
亮）2岁的小天（化名）脑袋比正常孩子大了不少，甚至接近
成年人脑袋大小。更令人担忧的是，巨大脑膜瘤占据2/3颅
内空间，随时可能出现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止。最近，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刘景平教授率团队， 先后通过2次手术，成
功为小天切除全部肿瘤。

记者今天在湘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看到， 小天术后恢
复顺利，过两天就能出院了。专家介绍，通过检索近10年文
献发现，如此巨大的幼儿颅内肿瘤切除术，国内外尚未见相
关报道。

小天来自岳阳。去年9月，他的脑袋开始增大，渐渐走路
出现摇晃。父母带小天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的颅内长了巨大
脑膜瘤，将正常脑组织压缩至原来的1/3，各种高级中枢、脑
干已严重受压，颅内情况达到临界点。由于随时存在生命危
险，当时就诊的医院当即决定手术。但术中情况不容乐观，
小天失血超过1000毫升，出现循环血量不足表现，医生决定
终止手术。

手术失败并未让小天父母退却。今年2月，小天的父母
辗转多地后，来到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刘景平对小天进行详
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后认为，可以手术，但其颅内脑膜
瘤体积巨大、血运丰富，加上年龄小，手术风险极大。术中若
稍有不慎，便可引发患儿肢体活动障碍、偏瘫等后遗症，重
则意识障碍、昏迷，危及生命。

如何既成功手术又避免后遗症？ 刘景平精心制定了分
两期手术的治疗方案。“分两期手术切除肿瘤， 可将被挤压
的脑组织，慢慢恢复填充到原来肿瘤占据的地方。”刘景平
介绍，手术中对血管、神经保护良好，术后没有发现神经功
能损害临床表现。 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 脑组织将恢复正
常。术后检测，切除的肿瘤重1.1千克。

据悉，脑膜瘤的人群发生率为2/10万，该病成年患者较
多，老年与儿童较少，婴幼儿更少。两岁幼儿长有如此巨大
的肿瘤，实属罕见。目前发病原因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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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话题

本报记者 李国斌

一尊皿方罍（音 léi），牵动国人心。3月19
日晚，从纽约传来皿方罍洽购成功的消息，令
很多中国人兴奋不已。

4月1日凌晨，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
行， 参与洽购的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

“艺术长沙”发起人谭国斌等一行人，风尘仆
仆回到长沙。

4月1日、2日，尽管仍处于倒时差状态，谭
国斌、 熊传薪等洽购团成员和专家依然接受
了本报记者采访。“这是国内首次成功洽购青
铜重器。”谈及皿方罍的洽购经过，谭国斌仍
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 青铜器研究
专家熊传薪表示， 皿方罍价值可与四羊方尊
比肩。

谈判3天，多回合拉锯

3月16日，湖南的洽购团队一行8人，从长
沙黄花机场出发。8人中， 包括陈建明、 谭国
斌、熊传薪及企业家代表等。他们对于此行，
心里可谓七上八下。

纽约时间3月17日上午， 洽购团抵达纽
约，直奔酒店放好行李，就立即前往佳士得拍
卖行，开始了一次艰难的洽购。

谭国斌作为湖南资深收藏家， 曾多次参
加国内外的拍卖会，与许多收藏界、拍卖界人
士建立了友谊。此次洽购，他与陈建明及一位
企业家代表，全程负责皿方罍的谈判、签约事
宜。

去纽约前， 湖南省博物馆致佳士得亚洲
区总裁魏蔚女士的函意外泄露， 外界均知晓
湖南“仅筹措到两千万美元”。到佳士得后，洽
购团队得知卖家开出的价格， 与筹措到的钱
相差悬殊。

价格是谈出来的。卖家全权委托佳士得，
洽谈只能通过佳士得转达。大家深知，佳士得
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谭国斌回忆：“在洽
谈的过程中， 我们向佳士得提出了四点：第
一， 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皿方罍回到国内；第
二，皿方罍在中国广受关注，希望佳士得勿因
小利而失掉中国大陆的市场；第三，目前上拍
的皿方罍毕竟是件残器， 罍盖藏于湖南省博
物馆，器身在外流浪了几十年，希望佳士得成
人之美；第四，洽购皿方罍，是用于公共收藏，
回国后将捐赠给博物馆。”

洽购团队提出的这四点， 得到了佳士得

的认可。在积极与卖家沟通后，卖家在价格上
有所让步，洽购团再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同时也稍稍加价。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展
开了一场拉锯战，回合之多，谭国斌都记不清
了。

谈判气氛紧张，但也有效果，卖家的价格
逐渐降低。谭国斌透露，到3月18日晚上，价格
已经降到可以接受的范围。 为了以更低的价
格成交，洽购团队继续与对方谈判。

纽约时间3月19日下午2时， 在卖家作出
巨大让步后，双方达成一致，当天下午正式签
署协议，并先期付款300万美元。刷卡时还有
一个小插曲， 有一张银行卡一次最多只能刷
2000美元， 另一张一次只能刷5000美元，最
后总共刷了1200次才付清。 最终的交易价
格，由于签了保密协议，而未公布。

“3天时间里，我只睡了10个小时，特别是
签完协议的那天晚上，高兴得一宿没睡，因为
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已经过
去十来天，谭国斌仍然激动不已。

多方合作促宝罍归湘

关于皿方罍的身世，比较普遍的说法是，
1922年被湖南桃源漆家河的一位农民发现，
不久后便盖身分离，罍盖留在国内，1956年起
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器身辗转流出国外，先
后被美国、日本、法国等多人收藏。2001年，
皿方罍器身出现在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

卖会，以924.6万美元高价拍出，创下亚洲艺
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多年前， 谭国斌就在湖南省博物馆见过
方罍盖， 并听说了它的身世和故事。2013年
11月，在香港佳士得秋拍时，皿方罍器身也来
到香港，面对VIP藏家预展，谭国斌正好与之
相逢， 并得知将于2014年3月在纽约拍卖。
“我是第一次见到皿方罍器身， 看了之后，非
常激动，觉得太精美了。”谭国斌坦言，当时就
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让它回到湖南。他向
魏蔚询问能否通过洽购的形式买下来， 回答
是“不可能”。

回到湖南， 谭国斌立即把这一信息告诉
了陈建明。然而，湖南省博物馆没有足够的资
金去洽购。谭国斌转而想，找企业出资把皿方
罍买回湖南。今年春节后，有企业表达了出资
的意愿，政府部门亦赞成企业购买。3月初，省
委宣传部召集文物部门、博物馆、出资企业召
开了一次协调会。 会上， 确定了两套洽购方
案：先洽购，不成再拍卖。

后来，湖南省博物馆洽购的消息泄露后，
国内收藏界普遍不看好洽购。 上海的藏家刘
益谦致电谭国斌，表示一旦洽购不成要拍卖，
价格超出湖南的预期，他委托谭国斌举牌，一
定要拍下来，以免皿方罍再次流落国外。

好在一番斗智斗勇后， 得到了卖家的谅
解，双方圆满达成协议。陈建明表示，这次洽购
得到了来自各方的支持，是多个单位和部门及
企业家、收藏家、热心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

价值堪比四羊方尊

由于皿方罍器身铭文比罍盖少了“天全”
二字，盖、身是否属同一器的质疑不绝于耳。
湖南省博物馆在赴美洽购皿方罍之前， 特地
制作了罍盖的3D打印模型。

3月18日，洽购团队终于有机会试用“罍
盖”。“盖上去后，天衣无缝。”谭国斌感叹，器
身已经非常精美，把“罍盖”加上后，更加华
丽、壮观、大气。

在现场， 青铜器研究专家熊传薪亦被精
美的皿方罍倾倒， 认为其“价值堪比四羊方
尊”。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首先，器型大
气，体现出王者气势，是方罍中最大的一件；
其次，地纹、主纹、云纹三层纹饰，极其精美；
再次，铸造工艺先进，如此大的重器，没有任
何拼接的痕迹。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宁乡，是
商代方尊中现存最大的一件， 其造型独特和
工艺精美，堪称国宝。

仔细查看后， 熊传薪在器身上发现了一
些浅绿色的锈蚀。他认为，这是保养不当的问
题，收藏者用手直接接触，手上的汗液留在器
物上所致。同时，他表示，断定皿方罍盖、身是
否同属一器，关键看器物的大小、颜色、胎的
厚度以及纹饰风格是否一致。而据他的观察，
皿方罍盖、身的这几点完全一致。

现年76岁的熊传薪， 与皿方罍颇有渊源。
上世纪90年代初， 熊传薪任湖南省博物馆馆
长。 时为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去日本收
藏家新田栋一家作客， 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
一件青铜器， 只有器身而没有器盖。 读了铭
文后， 他告诉新田栋一， 湖南省博物馆有一
件铭文差不多的青铜盖。 1993年6月下旬，
应新田栋一邀请， 熊传薪与青铜器研究专家
高至喜、 陈建明前往日本， 见到了该青铜器。
细看， 发现两者纹饰一样， 铭文相近， 尺寸
也基本吻合， 基本确定是同一件器物。

“当时新田栋一已经80多岁，仍然精神矍
铄。”熊传薪回忆，原本希望新田栋一把器物
捐赠出来，被他拒绝，反而提出以一个同时期
的青铜盖外加50万美元， 换湖南省博物馆的
罍盖。双方互不相让，最终不了了之。

那是熊传薪第一次见到皿方罍器身，而再
次相见，已是今年3月。熊传薪表示，此次洽购
成功，可谓了却一桩夙愿。他也由衷感到，中国
越来越强大，政府对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

记者了解到， 目前正在办理皿方罍的运
输、保险、入关等繁琐的手续。两三个月后，皿
方罍将回到湖南，盖身合一，完整展示它的庄
重与美丽。

文化视点

经历了怎样的斗智斗勇，最终卖家又是如何“作出巨大让步”，让“国宝”归湘———

青铜重器“皿方 ”洽购记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高琳

清明小长假将至， 很多人计划归乡
祭祖或外出踏青。 但清明时节天气乍暖
还寒，阴晴不定，气温忽高忽低，一些健
康隐患也伴随而来。4月2日，记者采访了
省人民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相关专家。
专家支招，伴您健健康康去踏青。

户外踏青别“拈花惹草”
随着天气转暖， 鲜花盛开， 各种花

粉、真菌等微生物、植物花絮、尘螨“粉墨
登场”，成为一些人群过敏的“祸首”。

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肖伟
荣介绍， 荨麻疹是春季最常见的过敏性
疾病，主要表现为全身大小不等的风团，
剧痒难忍。易过敏者外出时，要穿长衣长
裤，尽量不到有花草的地方去，更不要到
长期无人出入的仓库。 一旦发生荨麻疹
等，不要反复抓挠皮肤,更不能用热水烫
洗或者盲目用药， 需及时到正规医院治
疗，使用抗过敏药物。使用抗过敏药一定
要达到一定的用药天数，以彻底治愈，如
停药过早， 风团往往易于反复， 迁延日
久，极易转为“慢性荨麻疹”。

春季阳光逐渐增强， 休眠了一个冬
天的皮肤对明显增强的紫外线不能立刻
适应， 一些特殊体质的人就对紫外线过
度敏感，面、颈项、胸V区、手臂等部位的
皮肤出现丘疹、红斑、水疱、脱屑等，还伴
有不同程度的瘙痒。“这是光敏性皮炎的
症状。”肖伟荣介绍，有类似病史的人外
出时一定要在曝光部位涂防晒霜， 或者
戴宽边帽、撑遮阳伞。饮食上也要注意，
少吃或不吃具有增强光敏作用的蔬菜等
食品，如灰灰菜、油菜、紫云英、小白菜、
芥菜、苋菜、田螺、蒲公英、无花果等，以
免发生蔬菜-日光性皮炎。

亲子游谨防儿童意外伤害
春暖花开， 不少人带着孩子踏春郊

游赏花，扫墓祭祖。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
中心主任医师张先华提醒， 清明前后是
孩子就诊小高峰，大约上升35%，家长们

要高度重视。
排在就诊患儿首位的是呼吸道疾

病。张先华介绍，清明时节雨水多，地面
潮湿易滋生霉菌等病原体，各类病毒、细
菌均处于活跃阶段， 而孩子免疫力相对
较低，容易被感染和过敏；其次清明节前
后正是花开的季节， 花粉多容易导致过
敏性疾病高发，如哮喘、荨麻疹等。应注
意适度增减衣服，合理饮食，增强孩子的
抵抗力， 同时勤晒衣被， 搞好室内外卫
生，做好预防工作。

扫墓期间少不了燃放鞭炮、花炮等。
孩子们好奇心重， 又调皮贪玩， 此类烧
伤、炸伤也明显增多。清明时节雨水多，
郊外路湿滑易致跌倒损伤， 也是必须注
意的，以免悲剧发生。

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王曼知特
别提醒，在长途旅行中，孩子比大人更易
晕车，乘车前不要让宝宝吃得太饱、太油
腻，也不要让宝宝饿着肚子，可以适当给
宝宝吃一些可提供葡萄糖的食物。另外，
上车前在孩子肚脐处贴片生姜， 可缓解
其晕车症状。 带孩子乘车应尽量选择靠
前颠簸较轻的位置，以减轻震动，并打开
车窗，让空气流通。

如发现孩子有晕车症状， 可以适当
用力按压他的合谷穴（在大拇指和食指
中间的虎口处），同时随身携带纸巾和呕
吐袋。晕车严重的孩子，乘车最好按医嘱
服用小剂量的晕车药，1岁以内的宝宝不
能服用晕车药。

山林原野留心有毒动物螫咬伤
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一些有毒

动物冬眠后也苏醒出巢了， 在山林原野
应小心有毒动物螫咬伤。 省人民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刘晓亮提醒，特别要提防蛇、
蜈蚣和蜂的出没。

例如， 可穿长袖衣裤及厚面鞋自我
保护， 在暴露部位涂抹预防蚊虫叮咬的
药物，少用或不用香水以免吸引野蜂。除
了注意脚下毒蛇，避开树上蜂巢，野外还
有蜘蛛、蜈蚣、蚂蟥等侵袭者，这些有毒
小动物一般生活在阴冷潮湿背光的地
方，坐下休息前仔细观察一下四周，在穿
戴之前将衣物抖一抖，检查一遍，手伸入
口袋前也需谨慎一点。

水中的蚂蟥很容易被发现， 但旱蚂
蟥常让人防不胜防， 常常生活于地面或
附着于植物的茎枝叶片上， 尤其是在潮
湿地区。一旦发觉被蚂蟥叮咬后，千万不
要生硬扯拽，可以抹些盐水或酒精，或用
烟头烫，它们就会自动脱落。虱子叮咬后
的瘙痒，可口服氯雷他定或者扑尔敏，局
部外用风油精、 炉甘石洗剂或者优利肤
霜。

很多中草药材能就地取材， 如半枝
莲、鱼腥草、仙人掌、白花蛇舌草、七叶一
枝花、紫花地丁、半边莲、蒲公英、野菊花
等捣碎外敷均可起到解毒、消肿、止痛作
用。常用的解毒抗毒药有季德胜蛇药、南
通蛇药等对有毒动物螫咬伤都有治疗作

用，可事先备用。
对毒蛇、毒性大的蜈蚣、黄蜂和马蜂

螫咬伤后切忌奔跑，万一发生休克，在通
知急救中心或去医院的途中， 要注意保
持呼吸畅通，并进行人工呼吸、心脏按压
等急救处理。

外出就餐注意别感染肠胃病
“4月份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

多以慢性胃肠炎、胃溃疡、胆囊炎、胰腺
炎等疾病为主。”长沙市中心医院消化内
科主任曾亚表示， 家庭出游喜欢自带熟
食， 或者在外野餐。 旅途中食物最易变
质，尤其是肉类。因此，外出旅游最好携
带有密封包装的食品， 而且打开包装后
应尽快吃完。就餐前最好洗手，如果没有
条件洗手，就不要直接用手抓食物。

野菜、 野蘑菇时下已成为餐桌上的
宠儿。 不少人外出踏青时顺便在山间地
头采挖野菜和蘑菇。医生提醒，有些野生
植物本身含有毒素，误食可引起中毒，有
些因为生长在马路边， 遭受汽车尾气污
染。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刘智玲提
醒，可通过形状、颜色、气味、分泌物等
方面辨别毒蘑菇。例如，毒蘑菇一般比
较黏滑，菌盖上常沾些杂物或生长一些
补丁状的斑块，菌柄上常有菌环 (像穿
了超短裙一样 )； 毒蘑菇多呈金黄、粉
红、白、黑、绿，无毒蘑菇多为咖啡、淡紫
或灰红色； 毒蘑菇有土豆或萝卜味，无
毒蘑菇为苦杏或水果味；将采摘的新鲜
野蘑菇撕断菌杆， 有毒的分泌物稠浓，
呈赤褐色， 撕断后在空气中易变色，无
毒的分泌物清亮如水， 个别为白色，菌
面撕断不变色。 食用者一旦出现恶心、
腹泻等中毒症状，应立即采取用筷子刺
激口咽部催吐， 并饮用500ml开水后催
吐，反复多次以洗胃，并尽快到医疗机
构救治。同时，建议保留毒蘑菇样品以
供医生救治参考。 由于没有特效解毒
药，死亡率极高。建议大家在食用野蘑
菇之前，注意鉴别。

不少山野菜也有中毒风险。 例如常
见会引起中毒的野菜有： 黄花菜、 苦刺
花、茉莉花、水蕨菜、水芹菜等，楤木芽、
黄花菜、 棉桃和蕨菜等一定要在开水中
焯过后才可以去掉有毒成分。

春游踏青，别疏忽了健康隐患

“皿方罍”罍盖。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责任编辑 李茁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01234!5
6789 !"#$ : $ ; % <= !&#$ : $ ; ' <>?@A
BCDEFGHIJK4LM"NO<PQR#$ LMST
UVWXYZ[\!]^_`abc\de%fghij
klmnojpqjrst&-uvw&Yxty"z{0
|12}1~������12�u�����W�Y
x'&������t&����u�t�YZ&����
�����j�(����j&� ��j&}¡�&x¢
�&���)ty�£¤:¥¦t�$

!"#$!§¨© *%%+',*&'''
%&'()*+,-./0

! " # $

两岁幼儿
患脑膜瘤重千克
专家两次手术成功切除

全国屈氏后裔代表
祭祀屈原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我和屈原同一个DNA,下
同子孙，上同炎黄……”4月1日，来自北京、
湖北、贵州、河南等9省市的屈氏后裔代表，
首次清明前齐聚汨罗江畔，祭祀屈原。

汨罗是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晚年生活写
作、尽忠求索的地方，留下了《离骚》、《天
问》等不朽诗篇和众多传说、遗存，汨罗江
畔的“屈原12疑冢”、屈子祠就是其中的代
表。当天上午8时45分，40余人的祭祀队伍
来到“屈原12疑冢”的7号墓地扫墓，敬献
花篮。屈氏后裔代表、北京知名辞赋家、诗
人屈金星以一首荡气回肠的祭诗祭祀始祖
屈原。随后，屈氏后裔代表在屈子祠举行庄
严古朴的祭屈典礼。 诗人屈杰代表100余
万屈氏后裔宣读祭文。 祭祀活动发起人屈
金星说：“作为屈原后裔， 在清明祭祀屈
原，目的就是弘扬屈原爱国、忧民、求索、
创新精神。”

衡阳“新三件”
带动文明祭祀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胡春辉 王鹏）清明将至，衡阳市烈士陵园
内不见往年的“烟熏火燎”，显得较清静。4
月1日，市民王先生一家来到陵园，为安葬
在这里的长辈献上黄丝带， 并在心愿卡上
写下心里话。陵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
衡阳大力推进殡葬改革、 倡导文明新风以
来， 陵园内放鞭炮、 烧纸钱的现象逐渐减
少。既不铺张浪费、又寄托了追思之情的文
明祭扫，正成为主流。

为保护环境，倡导文明祭扫，今年清明
节前， 衡阳市出台了禁止在市城区殡葬服
务场所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从4月1日至
10日， 还在全市推出了一系列文明祭祀活
动。在清明节前一周，组织志愿者在城区5
大广场集中开展“文明、低碳祭扫”宣传活
动，向市民推介绿色祭祀“新三件”———黄
丝带、心愿卡、鲜花，改变不文明陋习，更好
地缅怀先人、激励后辈。

衡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三件”已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很多
市民觉得，系黄丝带，在心愿卡上写一段
思念的话语，并献上鲜花，这样更能抒发
自己的感情，也达到了绿色祭祀、文明祭
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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