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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郑栋飚

【同心故事】
7月18日， 新版GMP产学研一体化

创新药物基地建设项目在长沙麓谷奠
基。 该项目由华人科学家、哈药慈航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段燕文领衔，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天然产物创新药
物研发的主要平台之一，成为全面推动
天然产物创新药物发展的“中国力量”。
至此，段燕文离自己的产业报国梦又近
了一步。

作为祖籍长沙的旅美华侨，段燕文
是国家“千人计划”首批专家，湖南“百
人计划”首批专家、长沙市“313”计划首
批专家。

1993年，手握“WD复合碘”国家发
明专利的段燕文，是当时中国医学界最

年轻的教授，他选择远赴美国深造。 学
成后，带着产业报国的梦想回国。 2005
年10月，段燕文带领沈奔教授等10位华
人科学家创立长沙天赐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落户湖南浏阳生物医药园留
学生创业中心；2006年，又组建了“组合
生物合成与天然产物药物湖南省工程
研究中心”；从2007年开始，连续4年在
长沙组织“化学生物学与创新药物中美
圆桌会议”；2009年又联合湘雅医学院
科研人员组建中南大学转化医学研究
中心，现已发展成中南大学湘雅国际转
化医学联合研究院，正在积极申报国家
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这些年，段燕文主持完成国家创新
基金、重点新产品、湖南省重点计划等
数十个科研项目， 在中药抗肿瘤药物、
抗癌转移药物、诱导癌细胞分化药物等
方面的研究及产业化开发中，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活

动中， 段燕文作为华侨代表之一登上了
“我的中国心”彩车，受到国内外新闻媒体
的广泛关注。不久，湖南统一战线举行“身
边的感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先进人物大型巡讲活动”，段燕
文被湖南欧美同学会推介入选。

2014年1月12日， 段燕文在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接到从美国纽约回国探亲
的妻儿， 全家第一次在家乡过春节，领
略长沙的新变化。“爸爸，我以后也要回
到湖南，回到长沙。 ”正在美国伯克利大
学读大三的儿子激动地说出心声。 段燕
文听了非常高兴：“我是一个湖南人，我
愿意在家乡实现自己事业的第二次腾
飞。 很多在国外能做的事情，国内也同
样能做。 希望你以后也能像我一样，能
为祖国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

【同心连线】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共有出国留学人

员2万多人， 回乡工作或创业的有近万
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留学人员工作，
大力实施海外人才集聚工程，建立海外专
家库和人才引进绿色通道，不断健全留学
人员回国服务的政策措施。 省委统战部、
湖南欧美同学会、省侨联等紧紧围绕“引
资引智、发展湖南”主题，搭建建言献策、
服务湖南科学发展平台，深入实施“同心
工程 ”，引导海
外华侨华人为
家 乡 献 计 出
力， 为加快湖
南科学发展和
国际化进程作
出 了 积 极 贡
献。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姚家琦） 因为误服了10多颗治疗
精神病的药物， 3岁的平平生命垂危。
记者今天从省儿童医院获悉， 暑期是
儿童意外伤害高发时期。 像平平一样，
误服药物的案例不在少数。 仅7月1日
至29日， 该院重症监护病房就收治了
25例中毒患儿， 其中20例是误服了各
种药物。

据平平的爷爷回忆， 7月29日下午
5时多， 他从地里干活回来， 就发现平
平走路不稳， 嘴巴不停流口水， 一摸
身上冰凉的。 随后， 他发现平时放在
抽屉里的一瓶治疗精神病的药， 药物
已少了一大半。 可能是平平偷吃了这
种叫做“氯氮平” 的药物。

30日凌晨4时， 平平被送到省儿童
医院重症监护室时， 已深度昏迷， 无
自主呼吸。 该院危重病医学二科主治
医师臧平介绍， 平平被诊断为急性药
物中毒、 中毒性脑病、 急性脑水肿、
中枢性呼吸衰竭、 中毒性心肌炎， 病
情十分危重， 随时有生命危险。

据有关报道显示，每年有很多的孩
子因为误服药物，导致了疾病和脏器损
伤。 医生提醒，合理放置药物，避免让孩
子轻易接触到药品；给孩子用药要严格
遵照医嘱；正确地向孩子传达药物的概
念，不要哄骗孩子药物是糖豆；避免在
孩子面前使用药物。 一旦发现孩子误服
药物，一定要及时就医。

本报7月30日讯（施泉江
柴凤 刘筱清） 在刚刚闭幕的第
46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中，长沙长郡中学的贺麒霖作为
中国国家队的4名选手之一夺
得金牌，总分排名世界第6位。今
天上午， 记者在长郡中学会议
室，见到了这名从越南河内载誉
归来的青涩男生。

贺麒霖是长郡中学理科实
验班学生，走上化学这条路既是
偶然，也是必然。“爸爸跟我说，
他高中化学特别好，我就觉得我
在化学方面应该有些特长。初中
我就买了化学方面的书籍看，一
看就迷住了。 ” 贺麒霖说，在他

心目中化学是一门神奇的学科，
看着两个不同物质在一起产生
奇妙变化，他就激动不已，实验
中手脑并用的过程也让他十分
享受。

“孩子能获奖，与兴趣有
关。 但长郡良好的教育模式和
平台， 不仅培养了孩子的兴
趣， 而且造就了他胸怀宽广、
行事稳重等性格特点。 ” 贺麒
霖的父亲贺朝晖在他获得金
牌后，非常喜悦，他表示，性格
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学校的教
育打好了孩子未来成长的基
础，这种性格的培养比孩子获
得金牌还令人高兴。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罗宁 陈苹）今天，岳阳市公安消
防部门对当地九盛家居销售中心进行
消防监督检查， 检查发现该家居超市
火患“一箩筐”，消防部门当即督促该
家居市场抓紧整改， 岳阳楼区政府对
其实施挂牌督办。

九盛家居销售中心位于岳阳楼区
巴陵中路新路口， 总建筑面积48000平
方米，建筑共12层。 根据消防部门提供
的资料显示，大楼负一层至四层为家居
销售中心，使用性质为商场，五层至十二
层为写字楼，使用性质为办公。

检查中发现，在九盛家居销售中心
大楼，火灾隐患比比皆是。 据消防监督
人员介绍：“该大楼主要存在四大问题，
一是部分消防安全通道堵塞、安全出口

被封堵，二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三
是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四
是正压送风系统故障。 ”

“最突出的是，该大楼包括喷头、自
动报警系统、 烟雾探头等在内的自动消
防设施大都无法正常运行，基本成了“哑
巴”、“瞎子”，一一数下来，整栋大楼共有
70多个故障点。一旦发生火灾，这些自动
消防设施将无法起到报警、 扑灭初期火
灾的作用。 ”消防监督人员忧心忡忡。

大楼集商贸、办公于一体，每天人
流量巨大。“在一栋有消防隐患的大楼
内上班，我们也是提心吊胆！ ”在这里
上班的李女士很无奈。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消防监督人
员当场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同时要
求家居超市负责人在整改期间， 务必
时刻保持警惕， 建立健全各类消防安
全制度，加强管理、加大巡查力度、彻底
清除隐患死角。

用“中国心”造药同心印象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叶小玲）今天上
午，“致敬国学———首届全球
华人国学大典”的第一场活动
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举行。 著
名学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院长刘海峰登上讲坛， 纵论
“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

据介绍，今年岳麓书院与
凤凰网联合主办“致敬国
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
典”，旨在大力弘扬国学，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届全
球华人国学大典” 的主体活
动，是面向海内外评选“全球

华人国学奖”，包括“国学终身
成就奖”、“国学研究成果奖”
和“国学传播奖”3大奖项，以
表彰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国学
研究与传播的学者、机构和公
益组织。

据悉，“首届全球华人国学
大典”活动从7月延续到9月底，
期间将举行“全球华人国学奖”
评选、岳麓书院讲坛、岳麓书院
祭孔大典、 赫曦台首届顶级国
乐节等，并将于9月底在岳麓书
院举行“国学大典” 暨颁奖仪
式，现场揭晓3大国学奖项。 该
活动将每两年举办一届。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余
蓉）今晚10时，省教育考试院公
布了我省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
本科三批(A)征集志愿国家任务
计划， 本科一批院校举办的独
立学院经过第一轮的录取后，
公布缺额2107个。 上线落选考
生可于31日8时-18时进行网上
填报征集志愿。 具体信息可登
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www.
hneeb.cn）查询。

从本科三批（A）征集志愿
来看， 外省本科一批院校举
办的独立学院缺额较少， 其
中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理
工类15个， 其他外省院校的
缺额均未超过10个。

我省本科一批院校举办
的独立学院中， 征集志愿计
划最多的是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涉外学院，文史类有164个，
理工类有331个（均含机动计
划）。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给高分考生制定了优惠政策，
二本线上考生满足第一专业
志愿。

8月1日至2日上午12时，
征集志愿录退， 完成本批录
取。 征集志愿投档后， 考生
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与招生学
校进行有效的沟通。 接下来，
本科三批（B）（本科二批院校
举办的独立学院）录取时间安
排在8月3日至9日。

本科三批（A）补录2107人
今天网上填报征集志愿

长郡学子
国际化学奥赛摘金

岳麓书院启动“全球华人国学奖”

高考招生关注

■火灾隐患追踪

消防设施竟成“哑巴”、“瞎子”
岳阳“九盛家居”火灾隐患重重

幼童误服药物
生命垂危

暑期儿童意外伤害高发需重视
7月29日上午，长

沙市贾谊故居， 工作
人员组织前来参观学
习的小学生、 外来务
工人员子弟朗读 《弟
子规 》。 本月下旬开
始， 该景点与天心区
坡子街西牌楼社区联
合开展暑期故事会活
动， 邀请社区故事达
人和文化学者给前来
参观的学生团队讲贾
谊故事、读国学经典，
让孩子们了解、 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杨敏 摄影报道

贾谊故居举办
暑期故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