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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梁辉 廖庭瑄

从20楼坠下的岳阳2岁男童皓皓，10月
11日终于从湖南省人民医院的PICU (儿科
重症监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

当天上午， 皓皓在PICU医护人员的护
送下转入儿童呼吸科为他准备的独立病
房。与儿子分开20多天，每天只能在病房门
外焦急等待的吕能文夫妇激动得说不出话
来。

从9月21日受伤至今， 整整20天， 皓皓
的病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更是牵动着祝益
民教授的心！这位全国儿童危急重症救治专
家、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这种儿童高空坠落的重症案例，术前、
术后都面临许多生命难关，目前在皓皓的身
上至少体现了4大奇迹。 回顾这20天的救治
过程，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时刻让人牵挂，现
在总算可以放下心来了。

伤情之奇。 事后， 有人根据皓皓的体
重、坠落的高度，推算出他当时着地的瞬时
速度约为55米/秒，也就是说即时速度达到
198公里/小时，相当于动车的运行时速。从
如此高的地方， 以这样惊人的速度坠落还
能幸存，留下继续救治的机会，这本身就是
一个奇迹。

病情之重。皓皓坠楼之后，伤情十分严
重，命悬一线，医生给出的诊断有：高空坠
落；弥漫性轴索损伤；腹部闭合性外伤；肝、
脾破裂，胰腺外伤；血性弥漫性腹膜炎；心
脏挫伤；肺挫伤并右上肺气管撕裂；失血性
休克；下颌骨、枕底骨折；硬膜外血肿；全身
多处软组织挫伤；DIC；右髂外、髂总动脉栓
塞。可以说是损伤到了每一个器官，而每一
项损伤又都相互影响、关联，用“绝对凶险”
来形容毫不为过， 病情危重指数创下世界
纪录。

手术之险。手术关是救治皓皓的第一难
关。手术前，皓皓已经出现失血性休克，血色
素持续下降，血压极低。孩子转至湖南省人
民医院后，在医务部、肝胆外科、SICU、放射
科、麻醉科、手术室等科室医护人员，甚至保
安、物业工人等普通人的全力协助下，立即
开通生命绿色通道，生命垂危的皓皓在事发

近24小时后接受了脾脏和右后叶肝脏切除
手术。 术中发现腹腔内积血多达600毫升，
几乎相当于他全身总血量的62%。 祝益民
说：“再晚一两个小时做手术，估计就难救过
来了。”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年近八旬的吴金
术教授和肝脏外一科主任刘初平教授两位
肝胆大咖联合为他施行手术，迅速完成脾脏
和受损肝脏的切除，清除腹腔积血，手术获
得成功。

救治之难。手术后，皓皓转至PICU进行
监护和继续治疗，之后的呼吸关、感染关是
他面临的一道又一道生命难关。皓皓双肺挫
伤、纵膈气肿、气胸，曾一度出现血氧下降，
再加上其他器官损伤对呼吸功能的影响，呼
吸关时刻影响着皓皓的生命安全及预后。因
为严重的肺挫伤并发严重的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ARDS）， 术后前几天一直持续高
热。由于脾脏破裂被切除，皓皓失去了人体
最大的免疫器官，这不可避免导致他免疫力

下降，增加了术后感染的风险。同时，他的颅骨
这一保护屏障也有损伤，加上腹部手术、肺挫
伤这些都可导致感染的发生，皓皓又面临严峻
的感染关。 在医护人员不分昼夜的严密监护
下，在医疗团队的科学预判、及时处置下，皓皓
顺利渡过呼吸关和感染关。

生死营救不仅仅是与时间的赛跑，更是医
疗技术上的博弈，是对医院管理创新的一次实
践检阅。在这些奇迹的背后，突显的是医生医
术的创新和医院管理的飞跃。

由于皓皓病情危重，医院成立了由21个学
科组成的救治专家组，医务部组织专家每天下
午4时进行大会诊，为皓皓进行会诊商讨病情，
制定治疗方案 , 手术以及后续治疗过程中内
科、外科、医技、麻醉科、临床、护理全力配合，
各自分工又彼此配合，帮助皓皓渡过一个又一
个生命的难关。

在大家的关心和期盼中，“小飞娃”皓皓终
于迎来了新生！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罗锴

10月7日晚，长沙。一场特殊的聚会气
氛热烈： 如何帮助千里之外的凤凰县雄龙
村脱贫？发起者，是省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
程定点凤凰县雄龙村专家组。

“只教村民如何种，虽然工作简单，但不
能适应新的形势。产业扶贫必须引进产业龙
头企业和商业资本，抓住‘种什么’‘如何卖’
两个关键，走市场化培育特色长效产业的路
子。”循着这样的思路，专家组组长、湖南农
业大学教授肖深根利用假期发起了这场碰
头会，将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和省直单位派驻
雄龙村工作队约到了一起，共商产业扶贫大
计。这样的碰头会，在专家组定点雄龙村的
一年多时间里，已经不下10次了。

雄龙村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中海拔山
区，近3成家庭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肖深根教授的办公室里， 记者看到
了专家组的工作台账， 专家组的另一位成
员曹亮博士来自湖南省农科院。台账显示，
专家组一年到点服务超过50天， 调研考
察、走访慰问、座谈商讨、现场指导、集中培
训、试验研究等，穿插进行。

第一次踏上雄龙村的土地， 肖深根就
思考：“如何确定一种适宜喀斯特地貌地区
的雄龙村农业产业发展模式？”专家组先后
考察了同是喀斯特地貌的邵东县斫曹乡、
双峰县甘棠镇、 祁东县凤歧坪乡的中药材
产业发展情况， 确定了在雄龙村发展中药
材玉竹主产业。

雄龙村里的红辣椒，还有凤凰当地的特
色蔬菜，也被专家组瞄上了。腊尔山的高山
蔬菜、稼贤的胡萝卜、苏马河的红菜薹，养在
深闺人未识，走出大山天地宽。专家组确定
了特色蔬菜为产业发展的另一个支点。

在专家组的指导下，覆盖全部52户贫
困户的凤凰县领航有机湘玉竹专业合作社
建立起来，发展科普示范基地200亩；由当

地回乡创业带头人牵头、村种植大户与贫
困户自愿参与的朝晖蔬菜专业合作社，发
展特色绿色蔬菜种植科普示范基地100
亩。两项加起来，占了全村近半耕地。

如何种，就这样在科普示范基地的壮
大中一点点解决。 除了集中技术培训，在
特色蔬菜、 玉竹种植的关键农事管理期，
专家组深入田间手把手地技术指导。玉竹
曾经难以防治的根腐病，如今已得到很好
控制。“我们将发病玉竹取样带回湖南农
业大学实验室进行分析诊断，然后从种茎
优选和运输、地块选择、播种到田间管理，
一路生物综合防治到位。”肖深根说。

为了把农业龙头企业引入到雄龙村
的产业扶贫中，肖深根教授凭着在产业界
的“江湖地位”，多次牵线搭桥。有次，他在
雄龙村里买了25公斤红辣椒，带到长沙天
野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请高管们品
尝。红红的辣椒，催生了合作，这家有机蔬
菜的龙头企业向朝晖蔬菜专业合作社的
科普示范基地送去了订单。

对接，一直在进行。康普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怀仁健康产业集团等中药加工龙
头企业也与雄龙村越走越近。

“讲技术指导，我更愿意在田间现场
示范操作。培训会上我更多地给乡亲们讲
市场，讲如何当一个受企业欢迎的农业产
业工人。扶贫先扶志，对产业扶贫来说，这
是更根本更长远的规划。” 肖深根告诉记
者，他把思考还带到了全国科技助力精准
扶贫现场会上，“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当天
赶到贵阳，发言后就回来了。”

肖深根还记得在雄龙村第一次集中
培训课上的开场白。“我们今天是来认亲
戚的。即使这个服务项目结束，对我们来
说仍是一辈子的事。”

一辈子的事，就是责任和牵挂。每天，
手机微信里，“雄龙村产业科技群”那个红
点都在闪烁。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李文耀）
“大家买宝石， 一定要放在自然光底下去
看。 很多珠宝商店都会将店堂装修得通明
透亮， 那是因为灯光会掩饰宝石的缺陷。”
今天，省地质博物馆74岁的老馆长刘德镒
教授作的一堂讲座，让老人们眼界大开。而
62岁的长沙市著名“小发明家” 培育专
家——谭迪熬老师讲的一堂“挖缺点”发明
方法课， 也让沙湖桥小学长沙市科技创新
特色工作室的师生们听得入了迷。

当天， 由长沙科技新闻学会组织的老
专家“科技传播与讲述之美”科普进社区活

动，走进长沙市天心区长坡社区。社区200
多名退休老人和孩子，聆听了老科技工作
者的精彩讲座。

作为民间社团组织，长沙科技新闻学
会近年来积极推进全民科普工作，继去年
成功举办长沙首届科技摄影大赛，引起人
们广泛关注以来，今年频频组织科技工作
者走进社区， 贴近广大市民传播科学知
识。谭迪熬、刘德镒等老年科技工作者也
以极大热忱投身社区科普活动，不仅义务
授课，还自掏腰包，买来一些宝石制品和
少儿科普书籍，当场发给社区居民。

“小飞娃”的新生
专家称，目前“小飞娃”已创下4大奇迹

� � � �“小飞娃”见到了父母。 刘玉君 摄

长沙老专家社区“传经送宝”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贺佳玉）主题为“安全用药，共享健康”
的2017年“全国安全用药月”湖南启动仪式，
今天在永州市举行，全省“安全用药月”系列
科普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自2011年以来，每年9月至10月，各级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安全用药月”
科普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药
品安全法规与安全用药常识送进千家万户，
对倡导公众合理用药，动员社会参与药品安
全工作，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根据湖南
省食药监局统一部署，今年10月11日至11月
10日，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在全省
同步集中开展“安全用药月”系列科普活动。
省食药监局局长刘湘凌表示，各级食药监管
部门要以“安全用药月”为契机，严把药品安
全监管关口，努力营造“安全用药”的良好环
境；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各级医疗机构要
规范生产经营、科学合理用药，从源头上确
保用药安全。

启动仪式上， 湖南恒康大药房作为医药
企业代表向社会各界发出了“安全用药”倡
议，呼吁医务人员、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广
大药品使用者共同肩负起安全用药的责任，
坚守依法诚信的道德底线。

“全国安全用药月”
湖南启动仪式在永州举行

“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
———记省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定点凤凰县雄龙村专家组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科协主办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彭宏高 杨昌坤

“湖南医生真是厉害！”10月7日，贵州省
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16岁小伙刘元绿的
父亲看到儿子渐渐康复， 连连感谢新晃人民
医院给了他儿子第二次生命。

9月27日7时50分，田坪镇小伙刘元绿左
胸被尖刀刺伤，血流如注。田坪镇卫生院急救
车载着刘元绿， 呼啸着直奔新晃侗族自治县
人民医院。

田坪镇毗邻新晃县城。15分钟后，刘元绿
被送到新晃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医护人
员立即投入抢救。此时，患者失血性休克，没
有血压，初步判断患者心脏破裂，胸腔积血。

立即启动急救绿色通道。 普外科主任王
军佐率领外科团队迅速赶到现场。此时，患者
仅存微弱呼吸，四肢冰冷，心脏随时可能停止
跳动，患者已进入休克终末期。

“没有时间到手术室，必须就地抢救!”紧
急会诊后， 王军佐作出果断决策———就在
ICU的病床上实施开胸心脏破口修补术。无

法麻醉，就直接用气管插管，用呼吸机呼吸，
尽一切可能抢救患者。院长杨世炎、副院长
瞿泽敏闻讯赶来调度指挥。一场与死神争夺
生命的战斗，就在ICU的病床上展开。

这是该院首次在床旁实施心胸创伤抢
救手术。手术中，王军佐和主治医生战招阳
将患者胸廓完全打开，迅速、细致地缝合心
脏，修补所有裂口。重症医学科、麻醉科的医
护人员在手术台前紧密协作，维护调整其生
命指标。

经过3小时紧张手术， 患者心脏和胸腔
出血得到控制，生命体征逐渐恢复。

由于患者需要大量输血， 怀化市血站启
动送血绿色通道，20个单位冷沉淀、2000毫
升血浆在2小时内紧急送到了新晃人民医院。

“心脏破裂伤属于心胸外科急、 危、重
症，死亡率极高，许多患者来不及送到医院
就已死亡。”回忆起当时紧急抢救的场景，王
军佐仍捏着一把汗。他告诉记者，“刘元绿能
够成功救治， 得益于医院团队的快速响应，
多学科的紧密协作， 外科团队的果断决策。
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患者的生命放在首位。”

� � � � 贵州小伙被刀穿通心脏，血压为零，来不及送手术室，
被新晃人民医院在床旁实施心胸创伤抢救性手术成功救
活。 小伙的父亲夸赞———

厉害了，湖南医生!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易禹琳）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 科技图书的出版也
越来越重要。今天，第28届全国地方科学技
术出版社联合体(以下简称“地科联”)发行
研讨会暨图书订货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全
国各地的30多家出版社和60多家经销商
与会。在近万种新书中，“地科联”特别推荐
了60种重点书。

据悉，此次会议由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
作委员会举办，湖南科技出版社承办。订货
会上，近万种科技图书琳琅满目，高品质的
系列图书仍然广受欢迎，如湖南科技出版社

的《第一推动丛书》25周年纪念版、江苏凤凰
科技出版社的《中国长城志》、北京科技出版
社的《图说捉迷藏经典版》、山东科技出版社
的《我们身边的科学》。在经典之外，生活科
技类图书成为新的亮点。如针对二胎政策的
孕产、育儿百科、聪明妈妈的消费指南等。针
对人们对生活越来越注重品质和情趣，烘
焙、种植、调酒、手工的图书也在增多。关注
养生和心理的图书也越来越多。

研讨会上，“地科联”推荐的60种重点书，
包括《第一推动丛书》《中国传统文化微读本》
《我们的航母》等都纳入了经销商的订单。

全国地方科技出版社共推60种重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