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心脏瓣膜无需开胸手术
不到1厘米伤口解决“大麻烦”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建新）八
十高龄的张大爷，因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已出现严重心衰。 但
由于他身体状况极差，不能接受常规开胸换瓣手术。 记者今
天从湘雅二医院获悉，专家创新手术方法，通过导管将人工
心脏瓣膜输送至主动脉瓣区打开，从而完成瓣膜置入，恢复
了张大爷的瓣膜功能。

“这种微创心脏瓣膜置入技术，有效避免了外科开胸及
体外循环的创伤和风险，创伤小、恢复快，为既往身体条件
不允许做外科手术的瓣膜病患者，特别是高龄、高危患者带
来了希望。 ”湘雅二医院心血管专家周胜华教授介绍，这是
中南地区首次开展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 手术出血量不
超过30ml，伤口不到1厘米。 这种介入手术的操作较为复杂，
而且需要心血管内外科、影像科、麻醉、重症监护、护理等多
科室的团结协作。

油菜品种选育
取得重要进展
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交出优秀“成绩单”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苗） 今
天， 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在湖南农业大学进行年度
考核汇报， 中国工程院5位院士袁隆平、 罗锡文、 官春云、
方智远、 万建民出席会议听取汇报， 12个团队分别从科研
工作、 基地建设等方面汇报工作， 亮点纷呈， 成果突出。

南方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是由湖南农业大学牵头组建
的， 袁隆平院士、 罗锡文院士和官春云院士任协同中心首席
专家。 协同中心的重大任务是开展南方粮油多熟制生产关键
技术协同创新与生产示范， 为保障国家粮油安全作贡献。

该中心2015年育成了多个优质高产广适的水稻、 油菜
品种， 特别是在油菜品种选育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新育成
并审定的湘杂油553含油量达48.13%， 创省内品种含油量
新高； 育成特早熟油菜湘油420在湖南种植可在4月20左右
成熟， 完全满足稻稻油三熟制的要求。 含油量47.28%的湘
杂油518， 于2014年秋在长沙县白沙镇全程机械化生产示
范200亩， 平均产量达到135.7公斤/亩。

在土壤可持续利用研究上， 团队在水稻降镉机理及循
环阻控技术、 低镉积累水稻品种与原位钝化技术相结合的
技术模式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可实现中度镉污染稻田
水稻达标生产。

专家支招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闯）“要
避免出现为‘专利’而专利完成申请量任务的现象”、“要建
设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心”、“要理顺实务专家参与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的机制” ……在今天举行的贯彻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精神专家顾问座谈会上，15位来自湖南相关管理部门、
司法机关、高校等单位的专家顾问热议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纷纷出谋划策。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保障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迫切需要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去年底，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这是
国家对“十三五” 及今后一个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的重大部
署。 湖南如何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建设知识产权强省？ 去
年组建的湖南首批知识产权专家顾问团队集体支招。

据悉，专家们来自执法检查、公共服务和维权援助三类
单位。 他们从各自的工作实践出发，围绕知识产权制度顶层
设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企业知识产
权保护运用等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祥清表示， 各位顾问提出的
宝贵意见建议对湖南更好地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会后将认真将吸收精华，完善到我省相关规
划、方案、政策和项目措施中去，努力把顾问们的意见建议
转化为推动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实际行动。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董砚） 记者从1月19日在长沙召开
的湖南省文化工作会议上获悉， 省文化厅今
年将启动实施“送戏曲进万村、 送书画进万
家”活动，逐步实现“一村一年看一场戏”。

据介绍，2016年湖南文化工作将力
争实现5个突破，即：文艺精品创作新突
破、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新突破、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突破、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新突破、 现代市场
体系建设新突破。

省文化厅将对第五届湖南艺术节优
秀重点剧目进行再修改、 再加工、 再提
高，精选10台剧目，开展“湘戏晋京”展演
活动，并冲刺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 2015
年全省文艺院团“送戏下乡” 惠民演出
10291场，在此基础上，今年将启动实施
“送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活动，逐
步实现“一村一年看一场戏”。 同时，今年
还将启动“一县一剧场”建设工程，力争
到2020年实现每个市州都有多功能剧
场、每个县都有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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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年专利申请量
首破5万件
去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总授权量近2成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闯 ）
今天从湖南省知识产权局获悉， 2015年度我省专利数量和
质量均取得突破。 全年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54501
件和34075件， 同比分别增长23.32%和27.92%。 其中， 发
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快速增长， 发明专利比重不断增加。

据统计， 2015年全省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9499件， 同
比增长了34.72%； 在全省专利申请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三分
之一， 同比增加了3.03个百分点。 全省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6776件， 同比增长了62.88%； 在全省专利授权总量中的占
比为19.89%， 同比增加了4.27个百分点。

长沙、 株洲、 湘潭3市的专利申请和授权依然位居全
省前列。 长株潭地区专利申请同比增长2成， 在全省占比
58.36%， 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在全省占比接近三分之二。
长株潭地区专利授权同比增长24.57%， 在全省占比6成，
特别是发明专利授权在全省占比高达8成。 有效发明专利
方面， 2015年末长株潭有效发明专利量为17963件， 在全
省占比80.98%； 其万人专利拥有量达12.75件， 约为全省
平均万人专利拥有量的4倍。

从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看， 与往年一样， 企业专利申
请和授权量在全省总量中占比最大， 分别为49.30%和
53.43%。 专利申请和授权增速最快的是大专院校， 同比分
别增长48.60%和52.37%。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王
亮）近日，我省桥牌协会第五次代表
大会召开，全省各市、州桥牌协会负
责人及有关单位代表近50人参加会
议， 会上决定未来5年要继续全力推
动桥牌进校园。

桥牌是全国智力运动会正式比

赛项目， 在我省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近年湖南桥牌运动参与人数越来
越多， 特别是校园桥牌强势崛起，曾
斩获全国大学生桥牌赛女双、混双冠
军， 全国中学生桥牌比赛初中组、高
中组第4名。

今后5年， 省桥牌协会将继续推

动桥牌进校园，计划打造10所桥牌项
目示范性学校，培养30名高水平的校
园桥牌辅导教师。加强对长沙市第21
中学桥牌队伍的培训， 争取在3年内
进入全国中学生桥牌赛决赛；加快培
养大学生桥牌选手，力争用3至5年的
时间打造一支高水平的省桥牌女队。

“神”价格：
1850万欧，物有所值？
当埃尔克森转会的消息确认后，

最大的反应是： 他值1850万欧元吗？
在欧洲足坛， 5大联赛球队的主

力球员未必能卖这么多钱。 去年，
恒大队引入高拉特的价格也只有
1500万欧元， 而高拉特曾入选过巴
西国家队。

显然， 埃尔克森之所以能卖这
么多钱， 不仅是他本身的球技、 能力。

用同样的价钱， 买入一个名气
以及能力都比埃尔克森强的人问题
并不大， 但能否适应中超是另外一
回事， 埃尔克森却是一个即插即用
的大杀器， 他的稳定、 他对中超的
熟悉度无人能敌。

上赛季， 上港队买入孔卡， 顺
利实现蜕变， 今年从恒大队挖来埃
尔克森， 也是在走稳妥路线。 毫无疑
问， 孔卡和埃尔克森之间不存在任何的
磨合隐忧。 有消息表示， 引入埃尔
克森就好像是孔卡提出的建议。

“神”未来：
加盟上港，没有输家？
上港队愿当“冤大头”， 说明了

他们对埃尔克森的中意。 上港队主
帅埃里克松就很开心： “我们将重
组埃尔克森和孔卡的恐怖组合。” 其
实这笔买卖， 对恒大和埃尔克森而
言， 同样是极好。

1850万欧元， 是当年恒大队引
进埃尔克森的570万欧元的3倍还多。
效力恒大队期间， 埃尔克森拿过两
次中超金靴， 帮助球队两夺亚冠，
已物超所值， 又以如此天价卖给上

港队， 恒大队赚的盆满钵满。
埃尔克森的离开， 也顺了主帅

斯科拉里的意。 斯科拉里上赛季半
途加入， 手上的牌已经备好， 他没
有选择。 本赛季， 他自然要按照自
己的风格、 追求改造球队， 近期恒
大队频繁的人事异动已说明问题。

据了解， 恒大队要求的回避条
款也得到了满足， 上港方面承诺，
2016赛季的中超联赛和足协杯与恒
大队的比赛中， 埃尔克森将不会出
场。

对于埃尔克森自己而言， 效力
恒大队3年已获足够荣誉， 换个地方
迎接挑战， 也是良性刺激。 更何况
年薪能翻倍， 何乐而不为？

埃尔克森离开了恒大队， 多少
令人感慨， 但好在他没有离开中超
联赛， 这对喜爱他的中国球迷而言，
也算是一个安慰吧。

� � � � 21日，被球迷称为“埃神”的恒大外援埃尔克
森加盟中超新贵上海上港队， 转会费达到1850
万欧元，刷新中超纪录——— “神”转会

� � � � 1月21日， 在墨尔本进行的2016年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 中国选手张帅以2
比0战胜法国选手科内特， 首次晋级32强。 图为张帅
赛后庆祝获胜。 新华社发

再创历史，
张帅晋级
澳网32强 帅！

省桥牌协会召开代表大会，未来5年———

打造10所桥牌项目特色学校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021 4 0 2
排列 5 16021 4 0 2 4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汤雪 陈双

1月20日是大寒节气，湖南迎来了一
轮超级寒潮。 寒冷空气步步逼近，雨雪天
气汹涌来袭， 专家提醒， 谨防5类疾病来
“找茬”。

天冷了，心脏易“受伤”
湘雅医院心内科主任杨天伦教授提

醒， 气温降低导致血管收缩、 痉挛， 血
压升高， 心脏的负荷也会随之增大， 容
易诱发冠心病心绞痛、 急性心肌梗死。
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调
整用量， 高血压患者要每天早中晚量血
压。 治心脏病的药、 降压药， 一定要晨

醒即服， 并缓慢喝够200至300毫升温开
水。 平日要注意防寒保暖， 避免劳累，
平时要定期服药， 外出时最好随身携带
硝酸甘油等药物。

中风可能“说来就来了”
在这个节气里， 患心脏病和高血压病

的人往往会病情加重，“中风” 患者也会增
多，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国家级
名老中医刘绍贵提醒， 有高血压等基础疾
病的市民，平时要注意保暖并适当活动，保
持情绪稳定，按时服药，多吃富含纤维素的
食物，保持大便通畅。一旦发现一侧肢体麻
木或无力、一侧面部麻木或口角歪斜、说话
不清或理解语言困难、 眩晕伴呕吐等症状
时，必须高度警惕，应立即就医。

冷空气刺激，呼吸道免疫力下降
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杨红

忠提醒， 气温骤降时有哮喘、慢性支气管
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容易病情反复
或加重。有慢阻肺的老年人在家最好开空
调，该病发作一次就会严重一次，尽量避
免它发作。 抵抗力相对较弱的老人、儿童
以及慢性心肺疾病等患者，应该适当减少
在户外活动时间，注意防寒保暖，在室内
要保持空气的流通。

别忘给胃保暖，可温补
注意胃的保暖和饮食调养，以温软素

淡、易消化食物为宜，少食多餐，定时定
量，忌食生冷，戒烟戒酒。在药补、食疗上，

可合理选用当归生姜羊肉汤、红烧鹿肉或
驴肉、花生红枣烧猪脚、猪肝粥、羊肾粥
等，既补肾阳又温补脾胃而益精血。

谨慎行动勤补钙
为了防寒保暖，冬季人们通常穿得比

较臃肿，动作灵活性、身体协调性都受到
影响，而且冬季人体骨骼僵硬脆弱，很容
易失去平衡而摔倒。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李长罗
建议年龄大的老人， 下雪天气最好少出
门，即使要出门，也要穿上鞋底比较粗的
布鞋或有纹路的防滑鞋。 老年人骨质疏
松，平时要加强营养，注意饮食搭配，多摄
取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 多补充钙质，增
强骨质坚韧度。

寒潮来袭，
谨防5类疾病来“找茬”

湖南将实现“一村一年看一场戏”

� � � � 1月21日， 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科大佳园社区， 志愿者将写好
的春联赠送给居民。 当天， 该社区开展“五老余热惠居民” 活动， 邀
请社区内退休的老年书法家为社区居民写春联、 送春联。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五老余热惠居民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人物档案】
罗霜梅 （梅小小 ）：女 ，1977年生 ，

湖南长沙人，现在为中南大学博士。 香
网文学网作者。主要偏向于古代架空穿
越题材的小说， 风格偏向轻松诙谐类，
完成的网络作品有《庶妃当嫁：爷该吃
药啦》、《神医傻妃：王爷请挂号》、《庶女
重生攻略》等。 其中《庶妃当嫁：爷该吃
药啦》将于2016年改编成游戏，正在洽
谈漫画事宜。

罗霜梅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小
时候有一篇文章《挨骂》被编入作文集。
但因为父亲的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
天下都不怕”，没有读文科，而读了不是
很感兴趣的理科。

本来以为从此要和文学说再见，但
阴差阳错，2011年她在新浪网上看到一
本古代的宫斗小说，几乎不眠不休地看
了两天两夜，最后作者竟然烂尾了。

气愤难平下，罗霜梅萌发了自己写
小说的念头。当时，她还在当老师。白天
上课，晚上挤时间写作。

一开始速度很慢，一个星期才写了1
万字。 她兴冲冲地发到新浪网，令她苦恼

的是，没有几个人看。 她不死心，把所有
知道的网站都发了一遍。 然后，就是不停
地巡游各个网站， 看收藏和订阅一点点
涨了起来。

最后，红袖添香网向她伸出了橄榄
枝。 迷迷糊糊的她才知道，原来写网络
小说可以赚钱。 网站编辑推荐后，收藏
变得很多很多，而不是以前一天才一两
个收藏那么惨淡。 在那里，她认识了很
多很多和她一样的作者，每天开心地一
起拼文，彼此鼓励，梦想着“成为大神，
一文惊天下”。

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罗霜梅没有成为自己梦想的大神。但她
是一个很知足的人，发现赚的稿费能够
“自给自足”，就非常开心了。 有那么一
两篇文章，“被点赞”非常高，也非常高
兴。

只是，一年一年过去了，以前和她
并肩作战的作者，慢慢地离开了，只有
她还在坚守。 然后认识新的作者，再次
重新踏上征途。偶尔，午夜梦回，她会想
起最初的那些小伙伴们， 并且感叹一
下。

写文是很快乐的事，交友是很快乐
的事，有梦想也是很快乐的事。

在红袖添香网， 她惊喜地发现，文
的IP开始提升了。 改编成游戏、漫画，这
些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发生着。

罗霜梅在写作过程中，还有许多感
慨。 她感觉网络作者也属于弱势群体。
她相信， 随着国家对网络文艺的重视，
一切会变得越来越好。

輥輰訛

罗霜梅白天上课，晚上挤时间写作，梦想着“成为大神，一文
惊天下”———

梦想没实现，
依然快乐地写作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