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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回到中国后，那双无助的眼睛
经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内心
总有一份忧伤和牵挂， 你在万里之
外的非洲还好吗？ ”11月27日，湖南
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四科主任彭小
明， 又一次想起了两个多月前他在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抢救过来的那个
孩子。

9月13日至22日，由中国商务部
主办、 湖南省儿童医院承办的桑给
巴尔首个医院管理海外培训项目在
当地纳兹摩加医院开办， 为当地医
务人员及医院管理者开展为期10天
的理论授课、急需技能培训、临床指
导，以激活当地医院自身“造血”功
能， 提升临床诊疗水平和综合管理
及医疗服务能力。

生死时速
现场救活一个新生儿
桑给巴尔是位于坦桑尼亚东部

的一个印度洋群岛， 人口130多万，
这里医疗资源匮乏， 卫生条件十分
落后， 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上最不
发达地区之一。整个桑给巴尔只有2
所综合型医院， 仅有专业资格的医

务人员160人。
9月15日上午，彭小明来到纳兹

摩加医院新生儿科进行教学查房。
进入新生儿病房， 他被眼前的一幕
惊呆了， 很多新生儿挤在狭小的空
间里，一个保温暖箱里放了3个新生
儿，保温暖箱由于缺少保养维护，早
就坏了。 新生儿科只有1名医生和8
名护士，1个护士晚夜班要照看约60
个新生儿，1个医生要管5个病房。医
疗设备十分简陋，没有监护仪、呼吸
机、CT、核磁共振等仪器，对危重病
人和小早产儿， 只能做简单的护理
和治疗， 新生儿病房每个月死亡竟
然高达50人左右。

在查房的过程中， 彭小明突然
发现一个新生儿没有心跳和呼吸，
一摸身上还是热的， 他和另一个同
事张帆马上对孩子进行胸外心脏按
压和人工呼吸， 经过约3分钟的抢
救， 宝宝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自主
呼吸和心跳。

项目执行组现场负责人、 湖南
省儿童医院副院长朱丽辉正在现场
讲病房设计和布局， 目睹了这一救
人的过程。她说，桑给巴尔新生儿死
亡率高，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能有
效降低新生儿的死亡率。

克服困难
“白衣天使”传授急需技能

朱丽辉介绍，此次援外培训，湖
南省儿童医院组织了急救、新生儿、
医务及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专家10余
人前往桑给巴尔。 纳兹摩加医院作
为桑给巴尔地区两所综合医院之
一，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生和药品
极度缺乏， 其医疗卫生水平比较落
后。比如给新生儿插胃管，是一项常
见技能， 但是当地的医务人员却不
能按要求做到位， 既没有对管子进
行润滑，用力也过猛。

来到桑给巴尔， 湖南省儿童医
院的专家们发现，原本准备的“高大
上”课件都用不上，最后大家放弃课
件，采用查房授课的方式，传授当地
医务人员急需的技能。 湖南省儿童
医院党委副书记程湘晖和同事卢奇
给60多个创伤、溃疡患者一一查房。
来自湖南的“白衣天使”忘记了疾病
的威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程湘晖表示， 与其余的医疗援
外不同， 此次是湖南省儿童医院一
家医疗机构组团到非洲开展援外培
训， 吃住行和安全保障都要自己对
接，克服了重重困难。 援外期间，因

为和国内有几个小时的时差， 大家
经常是每天凌晨3时就醒了。桑给巴
尔紫外线强， 几天下来每个人都晒
黑了一圈。

儿科援外
输出中国儿科发展模式

2006年， 湖南省儿童医院就启
动了儿科援外。 该医院国际部主任
王莉告诉记者， 湖南省儿童医院作
为中国唯一的儿科医疗援外培训医
疗单位，11年来已承办49期援外医
疗管理和技术培训班， 为80多个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培训了近2000名
学员。

从2016年开始，为配合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湖南省儿童医院还“走
出去”开展培训，先后赴柬埔寨和塞
拉利昂举办了“妇幼健康工程”儿科
适宜技术培训班，及此次桑给巴尔培
训。 通过传授先进的医院管理和急需
技术，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

程湘晖表示， 湖南省儿童医院
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计划
利用5年至10年的时间，建成“发展
中国家儿科联盟”，全方位输出中国
医院管理经验和儿科发展模式，引
领全球儿科发展。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易
禹琳）今天在“辞海之父”舒新城的故
乡溆浦，上海辞书出版社与溆浦县委
宣传部共同主办“辞海精神与文化自
信”———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
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舒新
城先生亲属参加了座谈会。

溆浦有本书，世界都在读。 舒新
城任主编的《辞海》第一版历经22年，
1936年编成。 时隔21年，1957年毛泽
东主席要舒新城挂帅再编。 时隔60
年，2016年岁末，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
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
面世80周年：《辞海》和《大辞海》是大
型综合性词典，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
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
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80年间，《辞海》历经5次修订，参
与编撰审订的学者达3000多人。 我
们要传承和弘扬什么样的辞海精神？

我们要如何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定文化自信？ 座谈会上，来自上海辞
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外国语大
学、湖南省社科联等全国各地的20余
名专家学者及舒新城先生亲属踊跃
发言，各抒真知灼见，畅谈切身体会。
他们认为“辞海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文化自信、敢为人先的勇气、海纳百
川的胸怀、实事求是的态度、字斟句
酌的严谨、锲而不舍的坚毅、坚守真
理的风骨和与时俱进的创新。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溆浦
县委书记蒙汉说： 弘扬辞海精神，坚
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深入挖掘和传承
优秀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 作为舒
新城故乡的溆浦，在全力推进脱贫攻
坚过程中，更要弘扬“辞海精神”，做
到实事求是、作风严谨、一丝不苟，狠
下“绣花”功夫，用心用情用力，做细
做实做精，确保脱贫成效真正经得起
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姚
学文 通讯员 彭嘉宇） 今天，2017年
教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网络学习空
间人人通”专项培训，在长沙市雨花区
长塘里小学举行，来自山西、辽宁、吉
林、内蒙古、广东、湖南等省(区、市)的
260余名教师，专程前来学习、观摩该
校利用网络空间教学、学习的经验。

这些年，长塘里小学信息化教学
水平在全国领先，特别是“网络学习
空间人人通”运用实现全覆盖。 在学
校，每个教师、每个学生、每个家长，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同时，每
个空间又是一个相通的整体。老师可
以上传自己的课件，可以随时了解学
生学习、锻炼、社团等各种情况，可以
批阅学生的作业， 可以与学生交流。
学生随时可以听老师的课，可以向老
师提问。 家长也可以与学校领导、教

师进行交流，掌握孩子在校学习和生
活情况。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使长塘
里小学教育教学模式发生深刻变化，
课堂由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转化为
高度信息化、充满现代科技的高效智
慧课堂。 一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短短两三年时间，不少教师成长为骨
干教师乃至全国名师。 2015年，学校
被授予“全国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先
锋学校”；2016年，学校成为教育部在
全国遴选的19所基地培训学校之一，
承担全国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网
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

开班仪式后，渤海大学马玉慧教
授作专题报告。长塘里小学校长肖陈
慧带领学生以十分新颖的访谈形式，
给参训学员进行网络学习空间建设
及应用情况的现场展示和经验分享。

专家相聚溆浦研讨
“辞海精神与文化自信”

长塘里小学信息化教学水平
全国领先
全国260多位骨干教师来“取经”

爱，在大洋彼岸延伸
———记湖南省儿童医院援外培训

课间舞龙
其乐融融

11月28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礼雅
小学， 老师领着学生在开展大课间舞
龙活动。 今年来， 该校将舞龙这项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学校大课间， 形
成以“传统民俗体育” 为核心的大课
间体育活动， 让学生在享受传统运动
乐趣的同时， 增强健康体魄， 提高协
作能力。 刘强 粟勇主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