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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献血，就可能救人一命。作为医生的胡
曙光，对这一点的认识更为深刻。

从2002年至今年3月中旬，在岳阳县人民医
院工作的胡曙光先后17次撸起袖子，献出生命之
血。义务献血15年，他被称为“献血达人”。

15年献的血， 比1个成年人的
血液总量还多

1991年从学校毕业后， 胡曙光进入岳阳县
人民医院工作至今，现为岳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副主任。

说起第一次献血， 胡曙光记忆犹新。“2002
年的一天，我发现在岳阳县致富街旁停了一辆献
血车。我是当医生的，清楚血液对于病人的重要
性，便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胡曙光说，那一次
献了200毫升血液，“想到自己的血液可能挽救

了一个人的生命，感到很自豪。”半年后，他又去
献了300毫升。

从2002年起， 胡曙光开始了长达15年的义
务献血之路。 今年3月， 岳阳市中心血站库存告
急，全市住院人数、手术人数在增长，而献血量增
长十分缓慢。3月10日，岳阳市中心血站和岳阳县
人民医院合作采血，胡曙光高兴地在自己工作的
医院里献了一次血。这也是他第17次献血。

一个成年人的正常总血量为4000—5000毫
升，而15年来胡曙光累计献血量达6000多毫升，
比1个成年人的血液总量还要多。

“自己的血液能帮助别人，让我
觉得很有成就感”

胡曙光一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 落下残疾，
有些行动不便。 他的大儿子在1岁多的时候被诊
断患有脑瘫，留下终生遗憾。生活于他而言，充满
着心酸和艰辛。

“我和我儿子都是身体有些残缺的人，但这

让我更加深刻地明白‘健康’对于人是多么的重
要。想到这儿，我就义无反顾地想去救人了！”胡
曙光说。

受胡曙光的影响，他的妻子和同事们也纷纷
加入到了献血的行列。多年来，他们长期坚持义
务献血。“能带动这么多身边的人，更让我觉得坚
持这件事，我做对了。”胡曙光自豪地说。

他告诉记者， 正规的献血采用一人一管，不
会交叉感染，并且献血对身体没有坏处，反而有
一些好处，如献血能够刺激造血器官，使体内血
液常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高
免疫力和抗病能力。“自己的血液能帮助别人，让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尽管已年近半百，但胡曙光
的献血之路却“意犹未尽”。

他加入了岳阳市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务
队，尽可能帮助更多的人。他也多次受到表彰，荣
获2010—2011年度湖南省无偿献血奉献奖铜
奖，2014年被评为“岳阳市最美献血者”，2016年
被评为岳阳市无偿献血十大公益形象大使。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通讯员 王
明义 辛怡林）4月7日上午8时， 临澧
中医院一位叫刘光明的患儿家属，捧
着一面锦旗送到儿科病房， 感谢护士
肖君飞放弃清明节休息， 救了孩子的
命。

原来，4月2日，临澧中医院儿科住
进一位出生才2天的男婴， 被诊断为新
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病情严重。 孩子的
父亲刘光明是位出租车司机，清明节期
间，走亲访友扫墓的人多，为生计，日夜
都在车上。 母亲又因剖宫产未恢复，不
能照顾孩子。

面对这一特殊情况，家长着急，护
士长刘朝辉也很着急。 本来儿科病房

人少事多， 又有2名医护人员病假住
院， 既要考虑科室里护士姐妹们的节
日轮休，又要安排好科室节日值班，而
这位特殊患儿又要专人监护， 真是左
右为难。 看到护士长焦急的面孔和患
儿家属期盼的眼神， 护士肖君飞主动
请缨：取消休息，照顾患儿。

患儿一放进温箱， 脱离了亲人
的怀抱，就好像没有安全感，哇哇乱
哭。 肖君飞就像孩子的亲妈妈一样，
2小时喂一次奶， 不时地换尿布、轻
轻抚背。 说来也怪， 只要是肖君飞
抱，孩子就停止了哭声。 3天来，肖君
飞吃住在病房， 孩子在她的照料下
一天天好起来。

�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通讯员 周
闯 黄湘玲 记者 胡宇芬） 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全省专利代理机构工作会
上获悉，去年全省专利代理机构代理
量40381件， 占全省专利申请总量的
60%， 专利代理率同比增长3.41个百
分点，创历史新高。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长沙代
办处负责人介绍，2016年湖南省专利
代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促进产
业提质增效、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提供
了有力支撑。 截至去年底，湖南省依
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共有59家，省
内专利代理机构代理量占全省代理

总量的76%。 同时，湖南考点113人通
过2016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执业代理人共222人。

据悉，2017年湖南将开展专利代理
等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的培育工作，
引导、鼓励和扶持专利代理机构开展专
利咨询、分析和预警服务、专利导航产
业、维权援助、专利信息等服务，推动
代理机构向专业化、多元化和规范化
发展。 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刘跃红表
示， 省局将提供代理机构与园区、企
业、科研院所对接的平台，同时将开
展行业监管检查， 规范行业秩序，优
化发展环境。

�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
“书香湖南·品读大师———毕加索与达利艺术
真迹展” 在长沙纸本艺术馆开幕。 展览由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美协、 湖南快乐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省文化艺术基金会理
事会主席肖雅瑜出席。

此次展览共展出毕加索、 达利的作品
240余件， 其中展出毕加索的版画、 陶瓷等
作品77件， 包括29件 《虚构肖像》 系列版
画， 是毕加索由不同寻常的包装盒材料激发
灵感而创作的抽象画艺术实验作品。 其陶瓷
作品中的人物、 虫鸟等题材， 是画家从世界
文化的宝库中汲取营养而塑造的各种形象。
据了解， 毕加索曾临摹中国画家齐白石的画
作长达十余年， 他用墨汁在纸上模仿的鸟、
鱼、 昆虫， 其线条和齐白石作品的笔触、 画
风很像。

展览同时展出达利的雕塑、 版画等作品
172件， 从这些作品中能见到蚂蚁、 液体软
钟、 拐杖、 抽屉等物象， 这些物象在达利的
作品中表现的都不是本体， 而是被赋予了某
种特殊的涵义。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场展出达
利创作的8幅 《毛泽东》 系列版画， 这些版画
的灵感来源于“毛泽东诗词”。 达利将毛泽东
视为伟大而不可知的巨人， 用他的艺术作品
表达对伟人的敬仰之情。

据悉，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12日结束。

�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湖南省疾控中心今天通报，3月31
日至4月6日， 我省新增报告H7N9流
感病例2例。记者了解到，为防控H7N9
流感疫情，我省下发通知要求：今年已
发生H7N9流感疫情的地方，以县市区
为单位关闭所有活禽市场至4月底。

自去年入冬以来，我省H7N9疫情
呈高发散发态势。 近日，卫生计生、畜
牧、工商等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
一步规范活禽市场经营活动 扎实做
好H7N9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
知》， 要求自3月下旬开始至4月底，今
年已发生疫情的地方， 要以县市区为
单位关闭所有活禽市场。 5月份开始，
凡是市场内活禽或环境标本中检出
H7N9病毒核酸阳性的，要以县市区为
单位全面停止活禽交易至少21天；对

未关停或休市的活禽经营市场进行强
化管理，严格实行一日一清洗，一周一
消毒， 一月一休市制度； 加强市场监
管、活禽跨区域调运监管，打击非法活
禽交易。

监测显示，我省尚未发现H7N9病
毒发生对人感染力、 毒力和人际传播
能力变化的证据。目前H7N9病毒传播
途径是由禽到人， 接触被感染的禽或
暴露于活禽市场是人感染的重要危险
因素。专家建议，不要在市场购买没有
检疫证明的活禽， 更不要在流动摊贩
处购买活禽；如需接触活禽，应做好个
人防护。 H7N9流感可防可控可治，不
必过分恐慌， 目前相关部门正不断加
强H7N9病例、禽类带毒和外环境污染
情况监测， 将及时开展疫情趋势研判
和风险评估。

残疾医生义务献血15年

湖南新增2例H7N9流感病例
发生疫情的地方关闭活禽市场至4月底

一腔大爱救患儿

大师来了!

“毕加索与达利艺术真迹展”开幕

6成！湖南专利代理率创新高

� � � � 4月7日上午，毕加索与达利艺术真迹展在长沙纸本艺术馆开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陈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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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日6时20分，泸州市泸县公安
局太伏镇派出所接群众报案称： 太伏镇太平
街太伏中学男生宿舍楼外发现一男子俯卧在
水泥地上没有动静。 经查证，死者赵某，是四
川省泸县太伏中学八年级（初二）4班学生。

事件发生后， 当地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工
作， 但互联网上也出现一些关于赵某死因的
传言谣言。 4月7日，泸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媒体
见面会，对这一事件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此前记者也奔赴泸县实地采访， 深入了解事
件的前后。

事发前三天：
通过走访学校，记者了解到，赵某在3月

27日晚自习后， 与另外两名同学正准备翻墙
出去买东西（零食）时被学校管理人员发现，
次日通知了三名学生家长到校交换情况，要
求三名学生写了保证书。

“他虽然有些‘小调皮’，但是在校期间，与
同学的关系还是很好。 ”班主任张老师说，发生
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很震惊，但根据我们了解的
情况，初步判断不会是像网上传的那样，遭受欺
负或遭保护费， 至于为何走此路， 我们也不清
楚，从当老师这两年情况看，没发现这种情况，
从同学那边也没了解到这种情况。

赵某父母于2001年结婚， 婚后于第二年
生下赵某。 2012年，夫妻离婚，二人离婚后不
久又复婚。 2014年，二人再次离婚，孩子由父
亲抚养。 离婚后，赵某父亲一直在外务工，孩
子由爷爷奶奶在家照料。

通过走访，记者还了解到，赵某学习成绩
在初一时排名班上20至30名之间， 初二以后
名次突然下降到40名以后。

“我曾问过他成绩下降的原因，他并没说
什么，但我问是不是家庭原因时，他眼睛就红
了，要哭的样子。 ”班主任张老师说，我感觉离
异对孩子影响挺大， 青春期叛逆心理比较严
重，影响挺大的。 他曾经还流露出自己读不进
去，不想读书了。

赵某从初一开始读住校， 在校住校读书
期间，每周五下午回家，周一早上返回学校，
其爷爷每周给其100元左右的生活费。

“他告诉我，翻墙出校的事情被他父亲知
道后，他父亲很冒火，表示每周生活费减少10

元。 同时， 原来准备同意到学校外面住的事
情，其父亲也明确表示初中期间不可能了。 ”
同学小王说，3月27日晚发生翻墙问题后，28
日上午他的爷爷奶奶被通知到校，从那时起，
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低落。

“但他平时是挺开朗的一个人，和同学说
说笑笑，也很乐于助人。 ”小王在谈起赵某时
说，那几天，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感冒发烧。

对生活老师、寝室楼5楼楼长等人的采访
中也证实了这点。 2017年3月28日，死者赵某
身患感冒，之后几天一直没有吃药，病情逐渐
加重。

事发当晚：
“你不要打我……”3月31日晚11时左右，

赵某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惊喊。
被惊醒的同学问他，怎么了？ 赵某说，我

做梦梦到我踢了小林两脚， 他要找一两百个
人打我。

“因学生宿舍在晚上休息时，无论冬夏门
都是敞着，以防发生打架事件，透过走廊上灯
光， 我看到赵某的神情非常恐惧， 是做噩梦
了，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过。 ”同寝室同学小
王说。 看到赵某的表情是恐惧的，他摸了一下
赵某的胳膊感觉很烫。

3月31日当天， 赵某曾对同学小王说，我
头晕、耳鸣、身体不舒服。 当晚赵某和几个同
学也没有去食堂吃饭， 只是回到寝室吃了一
些零食，再返回教室上晚自习。

在晚自习期间， 据赵某的同班同学小李
反映，3月31日晚自习前李某帮赵某拿网购包
裹后，把包裹带到教室的时候，见他一个人趴
在自己的位置上，在递包裹给他时，感觉他精
神不好。

“我当时还说今天他蔫了，嗨不起来了。 ”小
李说，他当时一直趴在自己的位置上没反应。

晚上9时10分下晚自习后，赵某与同学一
起回到寝室，在与同寝室同学小尧聊天时说：
自己的父亲有点凶，很暴力，晓得他这次翻墙
出校园的事要挨打，心里很害怕。

宿舍熄灯前， 生活老师贾某某开始逐个
宿舍点人数， 没有发现缺少或者多人的情况
后，关闭宿舍楼的大门。

贾某某告诉记者， 在查到505宿舍的时
候，有学生反映赵某有些不舒服，我就摸了摸
他的头，看有没有发烧。

“我给你找老师过来吧，去医院看看，并
且反复问了他几次。 ”贾某某说，他当时对我
说，不用了，老师我没事，您快去休息吧。

“等一下要是有事情，一定要给我讲。 ”贾
某某说，“我就继续查下一个房间。 ”

据同寝室的同学介绍， 在睡到凌晨一两
点钟时， 赵某走到小林床前， 用手将小林摇
醒， 双手摇小林时， 嘴里叫的却是小王的名
字，并拉小林的手去摸他自己的胸口，说心头
紧得很。

小林说，后来他又说叫我陪他上厕所，在
小林准备起床陪他时， 他自己已经走进了厕
所，进去后直接将厕所门关好。 我听见拉厕所
里的水桶来挡住门的声音，听声音他是小便，
听他解完手后，听到有移桶开门出来的声音，
之后我就睡着了。

夜里2点多的时候生活老师贾某某再一次
巡视宿舍的时候，又去看了看赵某，询问病情。

“老师，这么晚了你都那么辛苦，你去睡
吧，我没得事。 ”赵某说。

现场勘验：
“4月1日早上6时50分左右，同学小王跑

过来找我说赵某不见了。 我说‘怎么可能’并
且和同学一起四处找，楼道里、卫生间里都没
有。 后来我们从学校后门出去发现赵某俯卧
在水泥地面，警察已经拉起警戒线了。 ”生活
老师贾某某回忆当天早上的情形。

“当天早上6时20分接到报警后，太伏镇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并及时通知120进
行救治，同时及时封锁了现场，通知相关刑事
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勘验。 ” 泸州市副市
长、公安局局长何绍明介绍，在赵某寝室洗漱
台及窗框外侧窗台， 各发现有一枚不完整的
鞋印，在三楼外水泥平台上发现鞋印一枚；在
寝室窗台和卫生间窗台表面发现有新鲜擦划
痕迹； 在窗台对应的楼体外墙墙面发现有方
向向下的多处新鲜擦划痕迹。

“尸体旁有散落拖鞋一双， 鞋底花纹类
型、大小与505室洗漱台、窗框外侧、三楼外水
泥平台鞋印同类。 从痕迹分析：符合1人脚踩
洗漱台和窗台、用手攀附505室窗台及卫生间
窗框坠落的特征。 ”何绍明说。

由于死者家属当时不同意进行尸检，法
医在1日当天只是进行了尸表检验。“死者尸
体位于505室窗户外对应的水泥地面，尸体距

墙最远端为268厘米，呈右侧卧状，尸体耳朵、
口角有血液流出， 在口鼻处和邻近地面形成
血泊。 后枕部头皮有擦挫伤伴头皮下血肿形
成，身体体表有擦挫伤，多处关节有骨折和脱
臼。 ”何绍明表示，尸表检验所见损伤符合高
坠损伤特征，均为生前伤，未见其他损伤。

在7日泸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媒体见面
上，事件调查技术负责人、四川省公安厅刑侦
局刑事技术处处长王庆红介绍，2017年4月6
日，经反复做死者赵某父母的工作，同意对赵
某进行尸体检验， 尸体检验从4月6日12时开
始到19时30分结束， 由四川省公安厅法医主
检， 市县公安局配合， 泸州市检察院全程监
督， 死者父亲及死者父母邀请的专家证人和
律师在场全程见证。

尸体检验基本结论显示， 赵某身体上的
损伤符合外轻内重、暴力巨大的损伤特点，损
伤均为高坠伤；无其他暴力加害形成的损伤；
无死后伤。 下一步，事件调查组将对提取的胃
内容物和相关组织、器官做进一步检验。

谣言四起：
4月1日起，“@泸县公安” 接连发布微

博，通报这起校园死亡事件的相关情况。 可
是网上舆论愈演愈烈，谣言四起，一时间真
假难辨。

———网上曾传学生钢管殴打的视频和学
生被殴打奄奄一息的视频。“经警方查明，前
者是2015年12月1日武当山一初三男生教室
内猛打同学，并非网传泸州泸县太伏事件。 ”
泸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支队长李红兵说。

“宿舍里发生打架不太可能，寝室的门始
终是开着的，包括晚上睡觉，目的就是为了防
止发生意外不能及时处理。 如果学生发生打
架斗殴，邻近寝室不可能不知道。 ”生活老师
贾某某告诉记者。

“针对校园欺凌、强行收取保护费、社会
闲杂人员滋事等导致赵某死亡的说法， 我们
通过调取学校德育处对学生违纪处理登记
表、 调取2015年以来太伏镇派出所接处警登
记、走访140多人次，包括学校老师、住校学
生、部分学生家长以及周边商户，均未发现上
述情况。 ”何绍明说。

“该校住校生是属于封闭式管理，在正常
上课期间， 住校学生进出校门必须凭假条才
能进出。 同时，学生寝室只有住校学生进出，

上课期间以及每晚10点钟熄灯后， 进出寝室
的楼梯间均为关锁状态， 要进出寝室楼必须
经生活老师同意才能开启进出， 校外人员不
得进入学生寝室。 ”何绍明的这一介绍，在学
校负责人、班主任老师、生活老师和同学处均
得到证实。

———针对网传的所谓五个领导的儿子胁
迫死者，“我们通过对学校班主任老师、 校长
等人调查证实，这也纯属子虚乌有。 ”据李红
兵介绍， 一方面查明该校校长和德育处主任
的女儿（没有儿子）在该校念初一，与死者根
本不认识。 另一方面该校根本没有所谓县长、
镇长、 派出所长等领导的儿子在该校念书这
一事实， 并且当地派出所所长只有一个独生
女儿，目前在大学读研，副所长也只有一个年
龄才两岁的独生女儿。

针对黄某在微信群中称“派出所喊农民
不要闹了，去派出所签字说学生是跳楼死的，
每人50元。 ”公安机关查实相关情况后，依法
抓捕黄某，后者对造谣事实供认不讳。

记者了解到，网络上流传的“泸县太伏中
学学生意外死亡”事件的谣言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关死亡原因的谣言； 另一类是针对
政府处理该事件的谣言。

当地公安机关密切关注舆论动向， 及时
澄清回应， 坚决依法打击惩治编造传播网络
谣言活动，并多次提醒群众不信谣不传谣，截
至目前已行政拘留6人、批评教育7人。

“结合现场勘验等一系列调查情况，网传
的以下几种情况基本可以排除： 一是排除将
死者打死后抛尸楼下； 二是排除事发当周有
人对赵某实施暴力威胁， 并排除事发当晚在
505宿舍内赵某与他人发生打斗、 纠纷的事
实；三是排除有人对赵某收取保护费的事实，
更可以排除所谓有5名校霸因对赵某收取1万
元保护费未果将其打死的事实； 四是排除死
者手脚被他人打断的事实。 ”何绍明说。

何绍明明确表示，绝对依法、公正办理，
绝对不会隐瞒任何事实真相， 绝对没有任何
私情，我是外地人，来泸州仅四个多月，无亲
无故，也无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

“如果最终确定为刑事案件，我们不仅没
有必要隐瞒，而且会积极破案。 但如果不是，
我们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人。 ”何绍明说。

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说：“今后， 我们将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坚持客观、公正、依
法的原则，全力做好事件后续处置工作，决不
回避调查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客观、公正、实
事求是地回应网上质疑， 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人的责任，决不袒护任何人，确保事件处置经
得起法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泸县太伏中学学生死亡事件”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