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炯宇 尚蕾） 长沙医学院一七
级本科药物制剂班这个学期多了一门特
殊的“劳动教育课”，同学们5月5日上完
了一堂有趣的劳动课之后， 都感觉很有
意义。绿化保洁、除草施肥，既能赚学分，
又能学到劳动技能。

19岁的浣如意是长沙医学院药剂专
业的大一学生， 作为一名药剂专业的学
生，平时见到的都是加工好的药材，而对
于加工之前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这些
植物看起来像草，实际上是麦冬，它的根

部可以入药。”5月5日， 在学校的“药植
园”，浣如意指着地上的绿植说。平时上
劳动课， 她们负责除草、 松土、施
肥，有专业老师现场教他们如何辨
认药草，哪些部位可以入药。通过
这门课程，她们对药草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长沙医学院副校长周启良说，
大学开设“劳动教育课”，目的主要
在于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让
同学们通过体验劳动的艰辛，从而
热爱劳动，提高劳动技能，珍惜劳

动成果。据了解，长沙医学院的“劳动教
育课” 内容以培养学生从事实践服务为
主，涵盖了校园绿化保洁、安全巡逻、食
堂就餐秩序维护、 学校校史馆的日常接
待讲解等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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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一直坚守在门诊一线”
“谢谢您一直坚守在门诊一线！”这是一位

湘潭龚姓患者留下的肺腑之言。 她是15年前
伍汉文的患者， 因推荐病友找伍汉文看病，获
知伍汉文还在坐门诊后，深情感慨。她还写下
这样的留言：“15年了， 从第一次去您那儿看
病到病愈，8年没见您了。谢谢您！谢谢您当年
对我这样一个得了甲亢就像得了绝症一样惊
慌的女子给予耐心的说明、精准的诊断、正确
的治疗， 我有幸如沐春风般持续7年每个季度
都去您那儿聆听关于健康的教诲和治病的指
导；谢谢您这些年给许多朋友带来健康的机会
和希望！”

在网上输入“伍汉文”3个字，就能看到近
两年来患者写给他的感谢信：“九旬高龄的他，
非常仔细看每一张化验单， 病历写得非常认
真， 令人敬佩。”“仔细询问、 工工整整地写病
历、轻声嘱咐。让每个病人听得懂看得明白，病
也治得好。”“他完全改变了我对医生冷漠的看
法。”“一位耄耋老人为了病人的健康呕心沥
血，他是在燃烧着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病人补
充强大的能量！”

“他就是当代青年的人生教科书。”伍汉文
的学生、湘雅二医院周智广教授如此评价。

周智广说：“古代有李时珍亲尝百药的故
事，伍教授也曾有一段以身试药的佳话。上世
纪50年代，我国工业建设突飞猛进，逐渐增加
的职业病引起了伍教授的高度警惕。他来到重
要厂矿，入车间，下坑道，开展职业病的防治和
研究工作。在常宁水口山铅冶炼车间，当发现
炉前工都患有铅中毒时，他心急如焚，夜以继
日地查阅国内外医学文献，终于发现乙亚胺四
醋酸二钠钙最有疗效。但当时此药奇缺，国内
根本买不到。无奈之下，伍教授便请医院药剂
科购买药品原料自行配制。为了检验药物疗效
和安全性，药物配制好后，先给兔子静脉注射，
观察有无不良反应。动物实验成功后，为确保
万无一失，伍教授以身试药。他义无反顾地请
人将药物注射到自己的身体，然后仔细观察和
记录出现的各种反应。亲身验证安全后，他要
药剂科赶制药品，并亲自携带药品到常宁水口
山铅锌矿的车间， 使全体铅中毒工人得以治
愈。此后，他又研制出治疗铅中毒肠痉挛、腹绞
痛的硫酸镁注射剂，以及防治铅中毒用口服钙
剂加维生素C的方法，填补了我国职业病防治
的空白。”

伍汉文家珍藏着几件会同当地老百姓赠
送给他的银器。

上个世纪60年代， 伍汉文被下放到怀化

会同县务农改造。“第一年，我住在会同县一个
叫金子岩的地方。那里不通车，我带着妻子和
两个年幼的女儿到了会同后，走了整整一天的
山路才到那里。”

3年时间， 伍汉文对山区农民缺医少药的
困难感受深刻。他完全忘记了被下放、被改造
的窘境，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兄弟看病的工作
中。“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改造3年，看病3年。”

回到湘雅后，伍汉文主编了近300页、共3
册的《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 涉及疾病防
治、妇幼保健、环境保护、营养卫生、健康的生
活习惯和行为等方面，通俗易懂。

伍汉文还有一段投笔从戎的经历。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他毅然报名参军。部队
3年时间， 他培训了数百名军医， 救治无数伤
员，荣立三等功。

多年后，伍汉文写诗回忆这段岁月：“抗美
援朝分国忧，服从军令不回头；班超投笔男儿
志，浴血沙场耀九州。”

“湘雅精神就是湖南精神”
伍汉文坚守在门诊一线，还在家里设立“个

人展室”，为年轻人执鞭讲解，传承湘雅精神。“个
人展室”是一个约20平方米的会客厅，陈列了伍
汉文从入学到工作的各种荣誉和书籍。

“每年湘雅内分泌科等科室新进的研究
生，都会来这里参观。”吴海球告诉记者。

伍汉文说，设立这样一个“个人展室”，一
是感谢党的培育以及亲人、同事、同学、学生对
他的支持和帮助；二是留存资料，教育后人，希
望年轻一代能传承湘雅精神；三是希望能增加
社会对医生的了解，减少一点误解。

“我觉得，爱国勤奋努力，是湘雅精神。湘
雅精神就是湖南精神。”伍汉文说。

在展室里，记者看到伍汉文除了醉心医道
外，在人文学、数学、国防建设等方面都有建
树。 求证费马大定理破解数百年数学科学之
谜，一篇《和谐论》令世人瞩目；他咏诗作词，拥
有“爱国杰出诗人”的美誉。他所写的工整认真
的英文读书笔记，令记者肃然起敬。

94岁的他， 每天坚持看英文报纸杂志。
“《中国日报》他每天都看。从12元订阅一年，
到500元订阅一年，一直未断。”吴海球说。为
什么喜欢看《中国日报》？伍汉文答道，做医生
也要关心国家大事。

“振兴中华，毕生为斯。”伍汉文将对国家
的热爱融入到68年勤奋努力工作中， 在他的
带领下，湘雅代谢内分泌学科从无到有，一跃
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他先
后获得国际骨质疏松学术大会唯一的“骨质疏
松特别贡献奖”、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和糖
尿病学分会“终身成就奖”“全国老年卫生科技
优秀工作者”“中华医学会专家会员” 等殊荣，
成为当之无愧的“杏林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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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王玉林

每周星期四，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门诊
部，都能看到一位老专家，风雨无阻地为患者看
病。他就是中国代谢内分泌科学科先驱、湘雅老
前辈、著名内科学及代谢内分泌学专家、医学遗
传学家，今年94岁的伍汉文教授。

伍汉文1925年出生于香港，1950年毕业于
湘雅医学院，毕业后选择留在湘雅工作，一干就
是68年。 他是国内在岗的年龄最大的代谢内分
泌科医生。

“一息尚存，耕耘不止。振兴中华，毕生为
斯。”这是伍汉文的座右铭。

“五一”前夕，湖南日报记者走近伍汉文教
授，感悟他的医学传奇。

“只要能呼吸，我就要工作”
白发、戴着眼镜、慈眉善目。在湘雅二医院

门诊4楼，每周星期四上午8时许，伍汉文就会准
时出现在内分泌专科门诊的诊室。

“每次坐诊都是一整天，一定要把病人看完
才回家。下午6点多钟回家是常事。”伍汉文的老
伴吴海球告诉记者。

受母亲是医生的影响， 伍汉文从小就立志
当一名好医生。抗日战争时期，他目睹了中国被
日军侵略的惨状，坚定了他从医报国的理想。19
岁那年， 为报考当时国内最好的医学院———湘
雅医学院，他从香港搭汽车，乘火车，走山路，历
时整整两个月时间， 终于找到了因避战乱已迁
往贵州的湘雅医学院，并如愿以偿。

1949年， 伍汉文以内科第一名的成绩获张
孝骞博士纪念奖。1950年，以优异的总成绩毕业
获学校金星奖，从此留在湘雅工作。

时光荏苒。 当年的热血青年， 已成九旬老
者，68年从医生涯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著
作等身，共计主编、参编医学及其他书籍165部，
发表论文401篇；承前启后，他是湖南省内分泌
学的创始人，建立省内第一个职业病学科，开创
糖尿病防治新纪元；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的学生，如廖二元、周智广等。由他奠基的湘
雅代谢内分泌学科，成为国内重点学科。此外，
他在糖尿病、医学遗传学、骨质疏松等领域的研
究，亦在国内有名。

吴海球告诉记者，2011年，86岁的伍汉文检
查出了恶性淋巴瘤，除了那年因病休息了4个月
外，他都在工作，从未间断。94岁高龄的他，如今
每周还坚持两天为患者看病， 星期三在家中坐
诊，星期四在医院坐诊。此外，还参与科室病房
中疑难重症的会诊等。

伍汉文说:“只要能呼吸，我就要工作。” � � � � 4月28日，伍汉文教授家中陈列室里，摆放着他获得的各种荣誉奖章。 毛子泰 摄

伍汉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吴靖

身边有人突然倒地，此时的你该如何
反应？能否把握抢救生命的4至6分钟的黄
金时间，在救护车到来前正确施救？

5月6日， 第107个国际护士节前夕，
来自全省26家单位的1000名护士组成25
个方阵聚集长沙贺龙体育广场， 齐跳
《“救”在身边》急救操，开展急救普及公
益宣教活动， 以这种方式倡议全社会关
注和参与急救普及， 提高公众的急救意
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
卫生计生委指导，湖南省护理学会、湖南
省人民医院主办。

急救重要：是贴身必备生存技能
拍拍肩膀没反应， 探探口鼻听呼吸，

摸摸脖子判心跳， 十万火急快救人……5
月6日下午3时，跟随音乐，来自湖南省内
26家单位的1000名护士组成方阵身着统

一服装，同跳急救操，向群众展示徒手心
肺复苏操作要领。“看起来不难学，等下我
也想试试怎么做心肺复苏。” 表演吸引了
大批围观者，大家一边看一边议论。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民介绍，
在我国，患者在院外发生心脏骤停，抢救
的成功率不超过2%， 而在高度普及心肺
复苏知识的国家，通过现场急救，抢救成
功率是58%。这是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发生
6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不可逆死亡，而在
黄金救护时间内， 急救车和专业救护人
员往往无法赶到。这时，在现场的第一目
击者是否具备急救能力十分关键， 但我
国受过训练具有急救能力的第一目击者
仅有1%，“不会救”和“不敢救”的现象比
较普遍，普及强化急救培训、提升急救意
识刻不容缓。祝益民强调，急救就像游泳
一样，关键时刻是自救、互救和他救的一
门生存技能。

急救不难：每个人都能学会
祝益民说，一些基本急救技能包括心

肺复苏， 并不是只有专业医护人员才能
做，只要加以学习和培训，是人人都能够

做的。如果掌握了科学急救知识，不仅能
自救，还能有效他救，有效降低突发疾病
的致死率、致残率。倡导全社会树立急救
意识，省人民医院提出在伤病突发的第一
现场，由第一目击者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
的反应的“三个一”现场救护理念，将每年
1月11日设为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
日，成立“第一目击者联盟”，建立湖南首个
省级急救科普基地， 设立急救培训小屋，
持续开展广泛的急救普及公益宣教活动。
在“第一目击者联盟”带动下，医疗机构、教
育单位、救援组织等纷纷加入到急救培训
队伍中。

今年1月11日， 以省人民医院院长、
“三个一”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发起
人祝益民教授领衔创作的急救歌曲《“救”
在身边》正式发布，歌词融入心肺复苏相
关操作要领，伴以与心脏按压频率一致的
音乐节奏，穿插时尚动感的说唱，根据音
乐改编成的广场舞，将现场救护第一目击
者的形式和内涵诠释得令人耳目一新。相
继推出长沙话版、 常德话版等方言版本，
成为急救普及最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受到
老百姓的欢迎。

急救要领：心肺复苏的正确做法
身边有人突然倒地，首先判断环境安

全， 然后要检查晕倒者的意识和呼吸；同
时拨打120，寻求帮助。如果患者无反应无
心跳呼吸，就要做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的正确做法为：将患者平躺，按
压患者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或者是胸骨的下
1/2，一手掌根放于按压点，另一手重叠放在
该手背上，十指相扣，以髋关节为支点，肩肘
腕关节用力夹紧，使其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运
用上半身力量垂直下压。 按压频率保持
100-120次/每分钟。深度要5至6厘米。每按
压30次，做人工呼吸2次。人工呼吸的要点是
开放气道，一手掌侧压额头，拇指与食指捏住
患者鼻孔，另一只手抬下巴，使其气道充分打
开，施救者的嘴包住患者的嘴吹气，眼睛余光
观察患者胸廓是否有起伏，然后松开鼻孔，耳
朵贴近口鼻感受气流，接着再捏鼻子吹气，再
松开，如此吹气2次后，马上又行胸外按压。按
压30次与2次吹气是一个循环， 做完5个循环
后，再次判断患者意识与呼吸，反之再进行如
此五个循环。 保持这样的频率做到有人接替
按压或急救人员到来为止。

� � � �第107个国际护士节前夕，湖南1000名护士齐跳“急救操”，倡议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急救普及———

第一目击者，如何现场救护
湖南师大“名师进中学”

系列活动开讲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蔡颂

张永涛）今晚，湖南师范大学“名师进中学”系列活动
第一讲在长沙市一中举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主讲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
岚应邀主讲。

湖南师范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田野介
绍，“名师进中学” 是该校为搭建高等教育与中学教
育的桥梁和纽带， 帮助中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学学习
生活、合理设计人生规划而举办的系列活动；同时也
是充分发挥学校学科优势、运用学校优秀师资力量，
主动走出去， 为地方基础教育服务的重要举措。目
前，该校已准备100场讲座，朱翔教授、谢资清教授、
李爱年教授等将走上中学讲坛，为中学生开讲。

赵晓岚是长沙市一中1970届校友， 曾在长沙市
一中任教12年。此次回到母校开展题为“流行歌曲的
前世今生”的讲座，从古诗词到现代流行歌曲，或歌
或吟或诵，带着现场听众穿越古今，领略浩瀚的中国
传统文化与语言魅力。

讲座后，赵晓岚与学生们进行了交流，并一一解答
了学生们提出的如何选择大学、怎样读好大学等问题。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左丹 )近
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布了多所高
校的2018年自主招生报名审核通过名
单。 其中清华大学的审核名单也已公
示。记者统计发现，今年湖南共有96名
学生入围了清华大学初审名单，总人数

仅次于北京，位列全国第二。初审名单
中，有88人来自长沙市，其余8名分别来
自株洲、岳阳、邵阳、常德、娄底等地的
学校。

从学生所在学校来看，其中，25名学
生来自长郡中学，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并

列全国第一。24名学生来自雅礼中学，19
名学生来自湖南师大附中，10名学生来
自长沙市一中，5名学生来自麓山国际实
验学校。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南雅
中学、明德中学、明德达材中学、望城一中
各有1名学生。

湖南首个
休闲卤制食品
创新研究院成立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李传新）我
省首个休闲卤制食品创新研究院5月4日正
式挂牌， 该院由长沙理工大学和绝味食品
共同发起成立。

长沙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的食
品科学与工程学科为我省“十二五” 重点学
科，学院食品科研力量雄厚，拥有“稻谷及副
产物深加工” 国家工程实验室分实验室、“水
生资源食品加工”湖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湘莲深加工” 湖南省高校产学研示范基地
等。 绝味食品是全国最大的休闲卤制食品连
锁专营领军企业， 以休闲卤制食品生产和销
售为主营业务， 其业务覆盖全国29个省级市
场，销售规模超过30亿元。

此次双方合作， 旨在充分利用高等院
校的技术、 人力等资源以及先进成熟的技
术成果，利用企业自身的生产条件，加速科
研成果的就地转化。 在校企双方发挥各自
优势基础上，在标准制订、工艺改进、质量
提升、新品研发、智能制造等方面开展多形
式多层面的产学研合作，形成专业、产业相
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科教前沿

湖南96名学生通过清华大学自主招生初审
人数位列全国第二

绿化施肥也能赚学分
劳动教育课成为长沙医学院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