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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蓉荣

经过积极有效的治疗， 昏迷28天
的李先生奇迹般苏醒。 10月24日，
湖南省人民医院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9月下旬， 42岁的李先生忽然觉
得咽喉肿痛， 他以为是咽喉炎， 来到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 诊治过
程中， 李先生突然倒地， 失去意识，
随后大小便失禁、 口吐白沫， 测不出
血压， 情况十分危急。

该院急诊科医师刘猛立即为李先
生进行心肺复苏， 同时放置心脏临时
起搏器， 并接呼吸机辅助呼吸。 然
而， 李先生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 反

复心室颤动。
抱着一线希望， 医师们不间断为

李先生进行心肺复苏， 85分钟后， 李
先生终于恢复自主心跳， 但心脏搏动
非常微弱， 命悬一线。

该院心内三科主任潘宏伟仔细观
察心电图发现： 患者对自己病情判断
有误， 这不是咽喉炎， 很可能是“急
性下壁心肌梗死”。 由于患者感觉疼
痛位置在咽喉部， 就医时误判自己咽
喉炎发作，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理论上手术开通闭塞冠脉是最
佳选择， 但患者心跳非常微弱， 尚无
法确诊是否为心肌梗死， 不知道患者
能否受得了手术。 即使手术成功， 患
者还能恢复自主意识吗？” 潘宏伟左

右为难。
取得患者家属同意后， 潘宏伟决

定动手术，抓住一线生机。 通过“胸痛
中心急诊绿色通道”，李先生被直接送
入手术室。 手术中证明了潘宏伟的判
断： 李先生的右冠状动脉中段完全闭
塞，导致心肌坏死和心律失常。经过手
术团队的不懈努力，血管终于被打通。
李先生的血压、心率开始恢复。

此时， 李先生仍昏迷不醒， 无自
主呼吸， 被转入 ICU （重症监护病
房） 治疗。 由于长时间缺血缺氧， 他
出现了心、 肾、 脑等多脏器功能衰
竭， 病情极为危重。 ICU主任医师王
湘英说： “心脏停跳4分钟内， 抢救
成功率约50%； 超过10分钟以上， 抢

救成功率几乎为零。 李先生心跳停止
85分钟还能救活， 已是奇迹。 但脑缺
氧和缺血时间过长， 严重损伤脑组
织， 如果还能恢复意识， 那又是一个
奇迹。”

医生和家属仍在努力。 ICU团队
通过持续的床旁血液透析、 输血、 抗
感染等对症治疗， 医院多次组织多学
科会诊调整治疗方案， 终于帮助李先
生逐渐恢复各脏器功能， 生命体征也
趋于稳定。

10月19日， 已经昏迷28天的李
先生奇迹般苏醒， 且能听懂部分指
令， 让所有医务人员精神振奋。

目前， 李先生正接受后续的康复
治疗。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谭理

“成功与否应当由自己来定
义。 在我看来，能够一辈子干自
己愿意干的事， 生活得开心，就
是最大的成功。 ”10月22日，中国
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教授张平文回到家乡长沙
县，与长沙县七中的师生聊起了
“成长心里话”。

1984年，张平文从长沙县一
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1998年，32岁的张平文担任北京
大学科学与工程计算系主任，不
到50岁便成为中科院院士。 在学
术上，他的复杂流体研究闻名遐
迩，是我国复杂流体的多尺度建
模与计算等方面的权威专家。 在
这场与家乡后生面对面的交流
中，张平文几乎没有谈及自己的
专业，而是以一名普通长者和过
来人的身份， 用朴实的话语，分
享了对于成人、成才乃至成功的
理解与体会。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当

年读书，家里很穷，连吃饭都是
个问题。 ”聊天开始，张平文回顾
了少年时光。

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年龄，今
天的学生该以怎样的姿态进入
人生新的阶段？ 张平文说：“首先
要有健康的心态，对生活保持激
情；其次，要多运动锻炼，拥有健
康的身体。 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
同的风景，要多尝试体验，不要
留下遗憾。 ”

当问及成功的秘笈，张平文
觉得是“专注”：“以我的观察来
看， 越是聪明的人选择越多，取
得成功的难度就越大。 反倒是那
些看起来并不怎么聪明的人，更
可能专心致志，也更可能攻克难
关。 ”

“成功是无法量化的，对象
不一样，成功的标准就不一样。 ”
张平文坦言，考上北大清华并不
是衡量一名学生是否成功的唯
一标准。 只要能依循自己的兴趣
爱好去工作，并不断实现有价值
的目标，这样的人生就是成功的
人生。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邓崛峰）10月22日，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
竞赛总决赛在武汉落幕。 来自全
国107所高校的108支代表队以
“渡槽支承系统结构设计与制
作”为题同台竞技，长沙理工大
学两个代表队包揽冠亚军，其中
该校城南学院交通土建系学生
韩洪诚、牛兆杰、张林现场设计
制作的作品“金盆立柱”夺得总
决赛冠军，土木工程学院学生冯
展勇、焦立人、左辉现场设计制
作的作品“桁韵流水”夺得大赛
第二名。 指导老师均为该校土木
工程学院付果博士。

这是长沙理工大学继去年

获该项竞赛全国唯一特等奖后
成功卫冕， 也是该项赛事中全
国首个卫冕冠军。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九大大学
生学科竞赛之一， 是土木工程
学科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 团
队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最高水平
学科性竞赛， 被誉为土木皇冠
上最璀璨的明珠。 本次大赛分
各省（市）分区赛与全国总决赛
两个阶段进行， 共有506所高校
的1182支队伍参赛， 参赛师生
高达6000余人次。 我省的湖南
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科
技大学和长沙学院的代表队参
加了全国总决赛。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
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杨忠云） 发
掘青年戏曲人才， 展现潇湘新
腔调 。 今天， 湘戏新角———
2017年湖南青年戏曲演员电视
大赛新闻通气会在省文化馆举
行。

近年来， 我省不断加大对
中青年戏曲人才的培养力度 ，
在全省掀起了“重戏曲、 抓戏
曲、 传戏曲” 的热潮。 本次大赛
由省文化厅主办， 湖南广播电
视台公共频道承办， 旨在发现
和推出一批优秀青年戏曲表演
人才， 以赛促学， 推动我省戏
曲事业蓬勃发展。

据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
介绍， 本次大赛主要有3大看
点。 首先是剧种丰富。 除了京
剧和昆曲， 湖南地方戏曲中的
湘剧、 花鼓戏、 祁剧、 巴陵戏、
汉剧、 辰河戏等都将在本次大
赛中亮相。 其次是名家助阵 。
决赛中设置了“名角帮帮秀 ”

环节， 进入决赛的选手可以邀请
一位戏曲名家同台飙戏， 共同完
成比赛。 同时， 大赛参赛曲目将
通过对经典戏曲桥段进行新编，
或者老戏新排， 展现“潇湘新腔
调” 的韵味， 使传统剧目再放光
彩。

目前， 大赛已完成初评。 评
审组经过认真评选， 从全省90
多个报名者中确定了35名选手
参加11月6日至10日的复赛。 复
赛设置了“剧目演绎”“知识问答”
“创意表演”3个环节， 着重考察
选手的综合素质， 评选出的10
名选手将进入11月28日的决赛。
最后， 组委会将综合评委现场
打分、 大众评审团投票情况，
评出本次大赛的“三甲新角”。
同时， 根据场外网络人气投票
结果， 评选出最具网络人气奖
获得者。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 ，
参加初评、 复赛的评委从专家
库中抽签产生， 决赛评委全部
为外请专家。

为无证食品经营者
提供场所也要受罚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彭祥峰 ） 为无证食品经营
者提供场所， 也要受罚。 记者今天从
省食药监局获悉， 娄底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娄星分局近日依法对无证食
品经营场所提供者颜某作出罚款5000
元， 并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房屋租赁金
20833.4元的行政处罚。 这是娄底市向
为无证食品经营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
开出的首张罚单。

今年3月9日， 娄底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娄星分局在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中发现某餐饮店未取得餐饮服务许
可从事餐饮服务活动， 执法人员当场
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该餐饮
店立即停止餐饮服务行为，并告知经营
场所提供者颜某，在该餐饮店未取得餐
饮服务许可的情况下，不得继续为其提
供经营场所，《责令改正通知书》由该餐
饮店负责人和经营场所提供者共同签
收。 3月13日，娄底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娄星分局执法人员在对该餐饮店复
查时发现， 该餐饮店仍在从事餐饮服
务活动， 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查封处
理。

对明知该餐饮店未经许可从事食
品经营活动仍为其提供食品经营场所
的颜某， 娄底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娄星分局近日依据 《食品安全法》 第
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和 《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开
出了该市首张为无证食品经营者提供
经营场所罚单。

院士回乡和花季少年聊
“成长心里话”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长沙理工大学卫冕冠军

电视大赛选拔湘戏新角

42岁男子误以咽喉炎就诊， 却突发心肌梗死———

奇迹！昏迷28天后苏醒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左丹 通信员 李毅） 10月23日， 由
湖南农业大学与湖南佳宜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联合设立的“佳宜” 班在
湖南农业大学正式开班。 开班仪式
上，双方签订协议，“佳宜”公司每年
设立2万元奖助学金奖励“佳宜”班
优秀学子，“佳宜” 班表现良好的学
生将录用为正式员工。 据了解，这是
湖南省第一个继续教育学历教育性
质的“校企合作”班。

湖南农大继续教育学院此次推
出的“佳宜” 班， 即通过开设全日

制自考生校企合作班， 双方共同筛
选培养对象， 确定教学、 实训内容
和培养计划。 学校承担校内理论教
学， 同时作为公司的新员工培训基
地； 公司作为学院的人才培养实践
基地， 承担校外教学培训及实践教
学等，提供必要的实践教学场所、条
件， 相应课程的企业内部讲师、导
师，并设立奖助学金。 企业与学校合
作，共创共建了产、学、用相结合的
继续教育新模式，学生能够在学校、
企业两个育人环境中学会做人、做
事，尽快融入社会、融入企业。 该校

继续教育学院2014级工商企业管理
专业的梁鹏、 黄才东两位同学在实
习后顺利进入公司工作， 半年后就
成为总监助理和店长。

如何办好继续教育， 已成为高
校和社会的时代课题。 湖南农大邹
冬生副校长认为， 学校与公司进一
步校企合作， 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继
续教育办学机制、 凸显办学特色、
拓宽继续教育毕业生就业途径和发
展空间， 拉近企业和学校的距离，
帮助继教学生享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

校企合作 农大开班
表现良好的学生将录用为正式员工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娄艳）10月24日上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神经内科二病
区病房里， 来自江华瑶族自治县的
张大爷正在照顾病床上的儿子，说
起几天前的遭遇， 他充满了感激：
“多亏了白衣天使， 救了我儿子的
命。 ”

10月19日中午12时许， 张大爷
的儿子来湘雅二医院就诊， 突然摔
倒在医院门口的草坪上。 正在门诊
大厅咨询台上班的导医史惠敏听到
呼救，立即出门查看情况，导医李雅
林、蒋黛提取担架，呼喊保安，也赶

了过来。
经检查发现，患者呼吸、脉搏正

常，但全身乏力，没法站起来。 经询
问得知，患者姓张，今年22岁，以前
发生过突然晕倒的情况。 这次，独自
一人来长沙看病， 没想到又发生了
意外。大家赶紧将他抬往急诊科。门
诊部副主任陈亚平得知情况后，赶
到急诊科。

“你的家人没在长沙，我们就是
你的亲人。 ” 得知患者家属远在江
华， 最早也要次日凌晨才能赶到医
院， 急诊科张慧琳护士长立即为小
张安排留观床位， 陈亚平安排导医

轮流值守。
挂号、缴费、检查、取药，医护人

员忙了整整一个小时。 导医为小张
买来热饭、热汤。 见他双手发抖无力
坐起，李雅林和蒋黛配合着，一人从
背后扶起，一人蹲坐在床旁喂饭。 小
张病情慢慢稳定， 被转往神经内科
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据了解， 湘雅二医院门诊诊区
和医院附近， 经常发生患者突发晕
厥或者摔伤等意外。 该院由门急诊
医生、护士、导诊、保安等义务组成
“担架120”队伍，每年紧急出动上百
次，救护了上百例突发意外的患者。

湘雅二医院“担架120”
每年救治突发意外患者上百例

周飞战中国画
作品展开幕
10月22日，《走近传统——

周飞战中国画作品展》 在湖南
科技学院展览馆开幕， 展出了
周飞战近3年创作的80余幅作
品。 周飞战， 湖南科技学院美
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周飞
战教授认为， 走近传统并不是
仿效、 追随传统， 而是要理解
中国画传统精神的现代维度。

潘爱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