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谭孝

为挽救3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5月9
日上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血液科造血干细
胞采集室迎来了3位造血干细胞及淋巴细胞
捐献志愿者， 其中一例是为台湾患者进行的
二次捐献。

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 却因爱心同日
“出手”完成善举。当天下午，从3位湖湘青年
手臂采集的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被分别
送到浙江、重庆和台湾，为3名患者传递生的
希望。

为救台湾女孩，湘妹子两次捐献
2013年4月，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周阳（化

名）接到红十字会的通知：她与一位台湾血液
病患者配型相合，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于当年12月在北京
空军总医院完成采集。

4年后，当年受捐的台湾女孩出现了免疫
力下降等复发征兆， 女孩家人再次向中国红
十字会发出申请。面对求助，24岁的周阳作出
了和上次一样的选择：“捐！救人救到底。”

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必远飞北京，在自
己的家乡就能捐献。据悉，湘雅医院是中华骨
髓库定点的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和移植医
院，也是我省首家取得涉外采集资质的医院。

湘雅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徐雅靖介绍，二
次捐献采集的是淋巴细胞， 就像献成分血一
样， 血细胞分离机将血液内的淋巴细胞过滤
采集，再将其余成分回输。

为了表达感谢，台湾女孩托人送来了“感
谢信”和礼物，信中称呼周阳为“姐姐”，深情
写道： 是您的出现， 为我的人生点亮了一道
光，让我对生命再次有了希望！盼能早日恢复
健康，在不久后的未来能和您见面，亲口对您
说出我的感谢。

“生命真的很神奇，我们虽素未谋面，但
感觉有一种莫名的联系。她说以前无法吃辣，
移植干细胞后很能吃辣， 可能是我爱吃辣影
响了她。她喜欢向阳花，我也最喜欢向阳花。”
跨越海峡的来信让周阳红了眼眶， 她激动不
已，迫不及待找工作人员要了笔和纸，给“妹
妹”写了一封充满鼓励的回信。

“我希望她能早点好起来。也正是因为有
了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 让我对生活更加充
满爱和希望。”湘妹子周阳说。

“救人的事情，我自己做主了”
24岁的张鸿（化名），来自冷水江市金竹

山电厂，看起来比较腼腆，但说起捐献态度坚
决。当问起父母亲是否同意捐献时，他说：“父
母同意，我捐；父母不同意，我也捐。救人的事
情，我自己做主了。”

“如果我家遇到那样的情况，相信我的父
母也急。我相信，二老肯定会支持我的。”小伙
子补充说道。

31岁的范广（化名）是芝林大药房零售连
锁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10年前，他在就读的
长沙医学院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作为一名医学院毕业生， 我深知捐献
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 此次捐献对我来说是
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幸福。幸运，是因为配型
相合的概率非常小；幸福，则是因为能救人一
命感觉特别荣幸和开心。”看着自己的血液流
淌在血细胞分离机的管道里， 躺在病床上的
范广露出微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湖南省管
理中心主任张赞介绍， 造血干细胞具有高度
的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能力，它就像是一颗生
命的种子，通过它的移植可以重建患者正常、
健康的造血和免疫功能， 从而根治地中海贫
血、白血病等血液疾病。截至2017年5月9日，
我省已完成428例捐献。呼吁更多志愿者参与
其中，共同为生命保驾护航。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罗素琼

� � � �名片
张琼宇，中共党员，1982年出生，生物学

博士，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医学部教师。
他已发表科研、教改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
教材3本。他下肢瘫痪，多次被评为学院优秀
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等。
� � � �故事

5月4日，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医学
部礼堂，2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

记者看到， 坐在轮椅上讲课的张琼宇
声音洪亮，旁征博引而不乏幽默。下课铃声
响起，大家自发起立，热烈鼓掌。

2009年，27岁的张琼宇博士毕业，准
备前往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
究。就在他办理签证时，突发脊髓海绵状血
管瘤。半年后，张琼宇肚脐以下失去知觉，
大小便失禁，只能坐在轮椅上。

张琼宇对记者说：“我是家里的独生
子，一直很顺利，17岁考上大学，被学校保
送硕博连读，还准备出国做博士后研究。没
想到，命运突然就被改变了，感觉跌入了万
丈深渊。”

面对人生的巨变， 张琼宇曾一度长吁
短叹。这时，家人、朋友不断帮助和鼓励他。
张琼宇看了霍金、 张海迪等残疾名人的励
志故事，开始面对现实。他说，我要像霍金
一样，成为一个不向命运低头、身残志坚、
勇于探索未知科学的人。

2010年9月，在省残联、永州市残联推
荐下， 张琼宇担任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
医学部专任教师。

为了能够走上讲台， 张琼宇每天必须
做4个小时康复运动和理疗， 来维持身体
机能， 还要忍受脊髓损伤引起的神经幻觉

疼痛和痉挛疼痛，频繁应付口腔溃疡、尿路
感染、褥疮、肛裂等各种脊髓损伤并发症。

要是上午上第一节课，张琼宇必须6时
起床，做康复运动和理疗。然后，母亲推着
他赶往学校。上课前，张琼宇禁水禁食。课
间休息，他还必须努力用手撑起身体，缓解
痉挛疼痛。

“张老师教学方法多样，对大家谦和有
耐心。除了获得知识，我们更从张老师身上
学会了责任心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该
学院护理系封仲杰同学说。

该学院教师葵旭说：“虽然张琼宇老师
身体残疾，但他乐于助人。”一次，他无意中
对张琼宇说， 自己找一个前沿科学问题的
资料未果。没想到，张琼宇记在心里，竟然
花了一周的业余时间，帮他找到了资料。

目前，张琼宇担任护理、临床和影像等
多个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实训和科研工
作，还担任14级5年制护理一班班主任。他
年平均课时近800节， 是该学院老师基本
工作量的两倍， 并主持多个国家级课程建
设和省、市级科学研究项目。

2017年5月1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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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省农村法治
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谭夏胜 王

惺）今天，2017年我省农村法治宣传月暨“深化农村法治宣
传教育，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专项活动在宁乡县青山桥
镇启动。

今年是我省合乡并村后村（居）委会同步换届选举之年。
宣传月将围绕着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选举法、城市
居委会组织法、城市居委会选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让广大
村（居）民了解和掌握村（居）委会的人员组成、选举方式、民
主监督、违法责任等法律知识，便于广大村（居）民在换届选
举中，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促进基层民主自治。

启动仪式现场，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向青山桥镇捐赠
法律书籍。宁乡县多个部门单位组成法治宣传队，面对面为
群众解答法律问题，赠送法律书籍、资料，现场还举行了群众
喜闻乐见的法治文艺演出。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蒋伟） 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公布，常
宁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蒋渝阳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蒋渝阳，男，汉族，1963年6月出生，湖
南永州人， 中央党校函授本科文化，1988
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1月参加工作，先后
在常宁市工商局、官岭镇、
大堡乡、 兰江乡等单位工

作；1999年1月至2005年11月，任常宁市水
口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等职；2005年11月至2015年11月， 任常宁
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工委书
记（机构升格副处）；2015年11月至今，任
常宁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

为了3名危在旦夕的血液病患者，3名热血青年“出手”相救

传递生命的“种子”
张琼宇：
命运吻我以痛，
我报生命以歌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刘作良 蒋凯)心跳停了12小时还能恢复跳
动?今天，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监护
病房， 刚刚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25岁女生
飞飞(化名)竟然一脸淡定。医生告诉记者，幸
好及时为飞飞安装了体外膜肺氧和系统
（ECMO），为她赢得了生命转机。

飞飞来自醴陵。5月6日晚9时10分， 脸色
苍白、心跳微弱的飞飞在急救人员的护送下，
住进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监护病房。
该院心内科李静乐副教授了解病情后， 诊断
飞飞为爆发性心肌炎、心源性休克、加速性室
性心动过速。

爆发性心肌炎症状与感冒相似， 但死亡
率高达70%。 李静乐马上联系急危重症医学
中心主任杨明施。两位专家研究病情后，认为

飞飞心脏可能随时停止跳动， 需要立刻安装
ECMO。经过40分钟的手术，飞飞的ECMO安
装完成。

惊险的是，手术刚结束几分钟，飞飞的心
脏就停止了跳动。然而，带着体外生命支持系
统的飞飞，似乎并没有感觉，依然跟医生护士
聊天。她不知道，在场医务人员的手心早已被
汗水湿透。如果手术晚几分钟，她可能再也看
不见第二天的阳光。

次日清晨，天亮了，飞飞依然没有心跳。虽
然她有说有笑，但杨明施教授知道，作为一名患
者，知道自己没有心跳，压力肯定非常大。杨明
施告诉飞飞，根据临床经验和全世界的研究数
据，这种心跳停止只是暂时的，是可以恢复的，
也不会有后遗症。为了确保飞飞的生命安全，医
护人员驻守床旁，寸步不离。

5月7日下午3时许，宁静的监护病房被一
串“滴滴”声打破了，飞飞的心电图开始出现
波形，“罢工”了12个小时的心脏，终于重新开
始跳动，在场医护人员的脸上写满了欣喜。

■名词解释

ECMO是什么
体外膜肺氧和系统(ECMO)，是一种可以

暂时替代患者心脏和肺脏功能的设备。 在患
者的心脏或肺脏严重衰竭时使用， 可以赢得
抢救时间。

它由体外循环技术衍生而来，是通过将血
液从体内引到体外，机器替代或部分替代人的
心脏、肺功能，对一些呼吸或循环衰竭的病人进
行有效的支持，使心肺得到充分的休息，为心功
能和肺功能的恢复赢得宝贵的时间。

ECMO于上世纪末引入我国，仅在少数的
医院开展此项技术， 且主要在心外科患者中
应用， 直到近几年国内才逐渐将其应用到其
他危重病人的抢救。

心脏停跳12小时后“复活”
ECMO为25岁女孩赢得生命转机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陈薇 ）今
天，省文化厅“2016年度‘湖南文化好新
闻’”评选结果对外公布。

据介绍，“2016年度‘湖南文化好新
闻’”评选活动共收到18家新闻单位57名
新闻记者提交的新闻作品62件， 其中报
纸新闻作品22件，电视新闻作品17件，网
络新闻作品21件， 广播新闻作品2件。经
专家评审，《湖南创新机制推动戏曲进校

园更亲民》等10件新闻作品获得“湖南文
化好新闻” 一等奖；《长征文物激励湖湘
儿女走好新征程》等10件作品获得“湖南
文化好新闻”二等奖；《12台“湘戏”彰显
湖南文化自信》等20件作品获得“湖南文
化好新闻”三等奖。湖南日报《粟田梅：侗
寨“织女”是贤人》《“新杂技”创“奇迹”》
《为湘戏晋京喝彩》 等3件作品分获一、
二、三等奖。

40件“湖南文化好新闻”新鲜出炉
湖南日报3件作品获奖

益阳日报社社长汤百舸接受组织审查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出消息，益
阳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汤百舸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汤百舸，男，汉族，1963年3月出生，益阳
市赫山区人， 大学学历。1982年7月参加工

作，199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益阳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人民政府
经济研究室主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南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市广电局副局长、党
组副书记等职务。2011年12月任益阳日报社
党委书记、社长，2015年3月任总编辑。

张家界市财政局副调研员蔡和忠接受组织审查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蒋伟）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三湘风纪网
获悉，张家界市财政局副调研员蔡和忠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蔡和忠，男，土家族，1969年10月出
生， 湖南桑植人， 2007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93年 7月参加工作， 大专文

化。 历任张家界市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
核算中心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市经济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
年9月任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专职）、党委委员（副处级），
2016年4月至今任张家界市财政局副调
研员。

常宁水口山经开区工委书记蒋渝阳接受组织审查

张琼宇 图/张杨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
员 郑丽萍）今天，我省“巾帼脱贫行动”现场
交流会在隆回县举行， 展示我省巾帼脱贫主
要成果，压实责任，确保贫困妇女脱贫。

今年4月27日，省妇联召开了全省巾帼脱贫
攻坚督战电视电话会议， 针对各级巾帼脱贫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加强技能培训、用好小
额贷款、发展妇女手工、开展驻村结对帮扶等为
今年七项重点任务。现场交流会，明确省市县乡
村5级妇联主席负总责、亲自抓，以强有力的措
施、组织、平台保障推进全省巾帼脱贫。

交流会上，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妇联、

隆回县政府、省妇联驻隆回县司门前镇湴塘村
扶贫队以及衡阳市蒸湘腾跃工艺厂负责人介
绍了带领妇女脱贫攻坚的经验做法。搜农坊与
省农产品女经纪人专委会、阿里巴巴湖南授权
渠道商湖南思洋集团与省女红协会、银行代表
与创业妇女、 凤网e家与贫困县妇联主席分别
进行了电商脱贫、手工脱贫、创业脱贫、技能脱
贫的签约仪式。与会人员还考察了隆回县马氏
牧业农业基地和百山木业公司电商平台。

压实责任强力推进巾帼脱贫

职专学生
“畅销”沿海地区

5月9日， 电商班学员在老
师指导下学习图像处理技术。
近年来， 城步苗族自治县职业
中专以市场为导向， 新开设了
电商、时装、电工等热门专业，
学生毕业就进入沿海地区企业
就业，就业率达100%。

严钦龙 陈才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