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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赵小兵 蒋静）12月20日， 一名女护士
跪地10多分钟、对突发疾病的男子口对口做
人工呼吸的救人视频和相关图片，被永州市
和广西全州县的无数微信用户转发、 点赞，
温暖着两座城。

12月19日22时多， 一对年龄60岁左右
的夫妇带着行李上了永州市区28路公交车。
上车后不久， 男子把头靠在妻子肩膀上。车
开了一段时间，妻子与丈夫说话，不见回答，
开口叫喊，也没有反应。妻子急忙站起身来
摇晃丈夫，发现丈夫脸色苍白，一动不动。

正在这名妇女不知所措时，坐在公交车
后排座位的一名20多岁的女乘客赶紧站起

身，来到这对夫妇身边，并表明自己是护士，
招呼大家帮忙救人。女护士在一名男乘客的
帮助下， 把男子从座位上移到公交车过道，
平躺下来。然后，解开他的衣领扣子和腰带，
跪在公交车过道上口对口为男子做人工呼
吸，并按压心脏。

与此同时，公交车上其他乘客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为了争取时间，一些原本要到
前方车站下车的乘客也同意不下车，公交车
司机蒋星生立即把公交车开往永州市中心
医院。在公交车开往永州市中心医院的10多
分钟里，女护士一直保持着跪姿，为发病男
子做人工呼吸和心脏复苏， 累得满头大汗。
有乘客用手机拍下了这段视频。

到达永州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女护士
与等候在这里的医护人员一道，合力把男子
抬上急诊担架，并谢绝了发病男子的妻子送
的酬金。

记者采访得知，当晚突发疾病的男子叫
唐玉明，今年59岁，广西全州县人，他的妻子
叫赵春秀， 两人晚上刚从全州赶到永州办
事。虽然经全力抢救，唐玉明因心脏疾病于
20日凌晨2时不幸去世， 赵春秀还是感动地
说：“永州这座有人情味的城市，让我感动。”

跪地救人的女护士叫马连芳，是永州市中
心医院消化内科的一名护士，她曾在重症监护
室工作多年。马连芳腼腆地对记者说：“见到有
人突发疾病，上前相救，这是我的职业本能。”

�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今天召开的岳阳市文联第五次代表
大会，集中展示了“文艺岳家军”近5年的成
果：市作协会员在《十月》等权威文学报刊发
表小说、诗歌等作品1020篇，出版长篇小说
30多部；500多件戏剧、书画、摄影、音乐、舞
蹈、楹联、民间艺术作品获全国大奖。

近年来，岳阳市围绕重要节庆、中心工作
和惠民服务开展文艺活动，文艺工作者积极投
身创作。长篇小说《影子行动》获第九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花鼓戏《老骆轶事》《平民领袖》
《铁面税官》和巴陵戏《远在江湖》荣获省委宣
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油画《小蓉》《破晓》和水
彩画《毛古斯·山歌》《硕果》及国画《清音》等美
术作品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音乐作品《知

了知了》 获得全国第十一届少儿卡拉OK电视
大赛创作金奖；舞蹈《石头剪刀布》获全国少儿
舞蹈展演“小荷新秀”奖；市书法家协会共有13
人次的作品入选中国书协举办的展览活动；
《融冬》《微居印象》等30幅摄影作品，在全国摄
影艺术展和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中获奖。

为推动文艺事业持续繁荣， 自2007年
起，岳阳市委、市政府筹集资金900万元，设
立了“岳阳文学艺术奖”， 每三年评奖一次。
2015年起，岳阳实施“文艺岳家军”人才支持
计划， 每年重点扶持20位优秀文艺人才，给
予每人5万元专项资助。 通过奖励与扶持，文
艺老兵老当益壮，张步真、陈亚先等人的作品
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中青年人才不断涌现，潘
绍东等人的作品获得省级大奖。

�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西磊）12月20日上午，“90后”
武警战士蒋明光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为一名素不
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

今年25岁的蒋明光是湖南永州人，
参军已经5年了，目前是武警湖南总队岳
阳支队船艇大队一名战士。2013年5月，
当时还是一名新兵的蒋明光在献血时加
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
了一名光荣的捐献志愿者。此后，他每年
都会参加支队定期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

2014年4月，他曾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配型成功，在接到红十字会电话后，他当
即同意履行捐献意愿。但由于患者病情急
发的原因， 蒋明光最终没有走到捐献环
节，这也成了他心中的遗憾。时隔三年，他
又接到红十字会电话。今年8月，当他得知
自己与一名5岁的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
时，便义无反顾的地踏上了捐献之路。

“这就跟献血一样，没什么痛苦。它
对身体并无伤害，又能够帮助别人，为什
么不去做呢？”蒋明光告诉记者，在没有
血缘关系的人群中， 造血干细胞匹配成
功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 而他两次被
选中，概率堪比中彩票，仿佛命中注定要
帮助别人。

经过4个多小时的采集，从蒋明光体
内分离的105毫升造血干细胞悬凝液，被
一点点地采集进了血袋。随后，这珍贵的
“生命种子”将送往福建厦门，为患者送去
生的希望。据悉，蒋明光是全国第6969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同时也是2017年我
省首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现役军人。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梁美兰 郭训华）酷炫的航模表演引来阵阵尖
叫，科幻的VR体验让大家直呼过瘾，神奇的
液氮实验令人称奇……12月19日，极具科学
趣味的长沙井圭路小学第二届创客节正式开
启，来自天闻数媒科技（湖南）有限公司、爱科
学实验站的创客老师，与该校1300多名学生
一起，感受科创的无限可能。

此次创客节主题为“畅游科技海洋，创想
未来家居”， 现场活动共分为科技表演秀、创
客体验以及“未来家居” 创意作品征集等部
分。科学剧目《神奇的液氮》通过有趣的实
验方法，现场展示了液氮的超低温特性。在
3D打印笔展区，同学们如同拥有了“神笔”，

一个个化身小马良，画出水果、眼镜等作品；
创客机床展区，大家技艺了得，短短几分钟
时间就制作出小船、 小动物等木工作品；
Steam体验区， 大家更是玩得不亦乐乎，用
不同密度的液体， 在瓶中制作出美丽的彩
虹，用漂亮的水晶橡皮泥捏出艺术品，伸出
手拍打“非牛顿流体”。

“在小学阶段开展创客教育，主要是通过
模仿制作，激发孩子兴趣，培养创客的思维。”
井圭路小学校长邹虹告诉记者， 学校已经创
建创客教育体系，研发了《小创客大智慧》等
创客教材，并与天闻数媒科技（湖南）有限公
司合作设立了创客空间， 同学们可以在这里
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创客产品。

“文艺岳家军”实现新跨越
500多件文艺作品斩获全国大奖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作威 陈茜）近日，2016—2017年度全国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优秀项目名单出炉，
我省共有湖南大学、吉首大学、湖南商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
高校获此殊荣。

西部计划是由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自2003年

起， 联合组织实施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
计划全国示范项目和志愿服务育人工程。
据长沙民政职院负责人介绍， 该校实施西
部计划14年来， 先后选拔178名志愿者，他
们投身新疆、西藏、广西、四川、湖南等西部
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了青春、智慧和力量，受到服务地群
众好评。

我省5所高校志愿服务西部获表彰

�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黎治国）“不用去省城就能看大医院专
家门诊，真是太好了！”12月15日，桑植县走
马坪白族乡农民陈克芝拿着专家开出的处方
单后笑容满面。 当天，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20多位专家教授在桑植县民族中医院开展
大型义诊活动， 为当地群众提供高水平的医
疗服务，把健康直接送到贫困地区。

当天， 湘雅三医院与桑植县民族中医院

成立“医联体”。湘雅三医院将从医院管理、
人才培养、专科扶持、远程医疗、技术提升
等方面对桑植县民族中医院进行全面指导
和帮助。采取让专家下沉到基层、免费为基
层医护人员提供培训等形式， 不断提升当
地医疗技术水平和医院管理水平。 同时，
运用新湘雅移动远程医疗平台，让群众不
出远门就能享受到省级名院名医的医疗
服务。

桑植医院“傍”上省城大医院

小学生的创客节

� � � �广西男子在永州市公交车上突发疾病， 女护士跪地做人工呼吸，
车上乘客主动配合，司机把车开往医院……

跪地救人，永州女护士温暖两座城

时隔三年终如愿
“90后”武警战士捐献造血干细胞

� � � � 12月20日，蒋明光在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张西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