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亮蓝灯 关爱自闭症儿童
4月1日晚，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用荧光摆出“4·2”造型，和长沙市蓝的车队一起用灯光秀的方式，共同为孤独症儿童点亮

夜空。当晚，“点亮蓝灯 与爱同行”2019年世界自闭症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沙市橘子洲头举行，来自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的20名“萌
娃”现场感受了这份春天般的温暖和爱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沙兆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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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林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医生都说我是个奇迹，我知道，是全
体医务人员的日夜坚守， 创造了生命的奇
迹。”3月27日下午，22岁的小俊（化名）在出
院前，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送来锦旗和
感谢信，并紧紧拥抱了他的“救命恩人”。

这温暖感人一幕的背后， 是22天EC-
MO（体外膜肺氧合） 长程管理，72个日日
夜夜不放弃的坚守，54名专家组成的微信
群，上千条群聊医疗记录……

命悬一线，组建MDT团队抢救

小俊的病来得太凶险。1月15日下午，
因工作劳累后突然头晕、头痛，他以为自己
感冒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就以病毒性肺炎
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被家
人送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RICU）抢救。

小俊是家里的独子， 父亲不久前被确
诊为鼻咽癌，新婚妻子刚刚怀孕。小俊突然
患病，如晴天霹雳，整个家庭不知所措。

“患者这么年轻， 一定要全力抢救！”
RICU主任罗红教授召集了呼吸治疗团队，
为小俊实施了清醒状态无创正压通气下的
俯卧位通气，经过多次俯卧位治疗后，缺氧
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1月30日，小俊病情突然加重，血气结

果显示：氧合指数不到60mmHg（正常值
为500mmHg），呼吸机辅助通气仍没有明
显改善，命悬一线。

呼吸治疗团队立即联系心外科、 心内
科等组建MDT团队（多学科诊疗团队），采
用ECMO治疗。

“ECMO相当于一个‘人工肺’，让患者
的肺得到休息，在这样非生理状态下，更需
要密切关注， 每天根据情况实时调整治疗
方案。”罗红解释，ECMO一般短期使用，最
长一个星期，对于长程管理的时间，国际上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每天早上八点前，罗红都会来看小俊，
查看“人工肺”运行的各项指标。

“人工肺”运转成功后，小俊血氧饱和
度立即由70%上升至95%。

“你不放弃，我必坚持”

然而，与死神的搏斗才刚刚开始。EC-
MO是一项维护要求较高的技术， 稍有疏
忽就可能引起出血、感染、栓塞等并发症，
甚至直接威胁生命。

为解决小俊呼吸循环支持、 液体及营
养管理、管路抗凝抗感染、镇静镇痛等诸多
问题，科室专门联合各学科专家，组建了一
个54人的微信群，救治方案、治疗进展、检
查结果等情况随时在群内发布， 深夜、凌
晨，群里都还在讨论病情。

在一对一的专业照护下， 小俊的病情

趋于平稳。但好景不长。2月4日开始，小俊
的气道内出血加重，一天内出现40多毫升
的鲜红色血性痰，检查结果显示：血液呈纤
溶亢进状态，随时都有大出血风险。

病房内，小俊躺在床上，几近昏迷。难
道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逝去吗？ 医护人员
不愿放弃。

医院多学科专家会诊， 为小俊制定治
疗方案。 输血科主任王勇军在血源严重不
足的情况下，为他争取并输注了血浆、纤维
蛋白原、冷沉淀等血液制品，血液内科教授
彭宏凌多次分析凝血及血栓弹力图结果，
指导促凝抗凝治疗，缓解出血倾向。

时值春节期间，正是阖家团圆之时，呼
吸治疗师张晗连续15天坚守病房，及时调
整ECMO参数， 适时调整血管活性药物用
量；特护团队不分昼夜精心护理，专人专护
日夜坚守……

在病痛的绝望之后， 患者迎来了柳暗
花明。

2月21日， 小俊肺部病变好转， 拔除
ECMO导管。

2月27日，左肺复张，拔除气管导管。
3月2日，早期康复训练，小俊慢慢恢复

意识，可以慢慢说话、坐起、进食、行走……
3月23日，小俊从重症监护室转回普通

病房。
“你不放弃，我必坚持。”罗红说，整个

治疗期间，家属的信任，给予医护人员最大
的力量。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刘峰颖 ）3月31日下午， 湖南文艺出版社新书
《曾国藩传》 在邵商运营智慧高峰论坛上首发，
160万字的篇幅详细告诉读者一个“笨小孩”如
何成长为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晚清中兴名臣
和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该书同时以曾国藩
的经历告诉企业家们，商场百战归来要多读书，
多汲取曾国藩的人生智慧。

200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唐浩明的长

篇小说《曾国藩》，2019年再次出版4卷本长篇
传记《曾国藩传》。据悉，作者张军是“80后”法学
博士，现为某咨询公司总裁。《曾国藩传》是他历
时6年创作完成，全面真实地还原了曾国藩的一
生，无论是人物、事件、环境都接近史实。曾国藩
早年的成长经历告诉大家，他不是神童，勤能补
拙，不断内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汲取营养，
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个性的毛病，才
一步步走向成功。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湖南环境生物职
业技术学院思政部陈根红副教授，13年来
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结合生态文明教育，走
出了一条特色教学之路。

在教学中， 陈根红发现高职院校的学
生对枯燥的理论知识接受度低， 但喜欢动
手， 尤其对涉及生态文明的实践活动很感
兴趣。从此，陈根红匠心独运，将生态文明
的相关内容引入课程教学。

随着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
陈根红发现高职院校的教材中没有将生态

文明的内容体系化，其零散性、临时性的特
点很容易让同学们陷入盲从。2016年，陈
根红参与了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生态
文明通论》的编撰，该教材后来作为必修课
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随后，陈根红又主持
编纂了面向全省中小学生的《生态文明知
识读本》。

不仅如此， 陈根红还策划举办了一
系列与生态文明相关的课外活动， 如去
敬老院开展“爱
心暖夕阳”、爱心
支 教 、“变 废 为
宝” 手工艺品设

计大赛、生态文明知识辩论赛、大学生暑
期生态文明实践调研等。 李子文是护理
学院135班学生，她从大一开始就跟着陈
根红参加“爱心暖夕阳”活动，三年如一
日关爱老人，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陪老人
聊天，给老人唱歌、讲故事，深得老人们
喜爱。毕业后，李子文不仅自己仍继续参
加该项活动，还影响了她身边的朋友、同
事一起加入。 陈根红表示，“一点一滴从
小事着手，日积月累便会开花结果。我将
继续坚持， 让生态文明教育之花在湖南
环境职院校园大放异彩。”

湖南日报4月1日讯（通讯员 杨慧娟 记者
段涵敏）3月30日上午，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流
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在湘雅二医院成立。
会员涵盖临床医护、公共卫生、基础医学、数学
与统计学、信息工程、老年产业等各领域专家，
共同搭建了一个老年人健康与疾病的学术研究
融合平台。

该分会将深入开展老年人疾病、社会问题、
心理卫生、健康和寿命等问题研究，为老年医学
事业发展， 和国家有关老龄事业改革发展和养

老体系建设，提供重要依据。
据悉，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

龄化水平将达17.17%。 目前湖南老年人口达到
1245.87万，占湖南总人口的18.16%，其中失能老
年人有46.61万，部分失能老年人116.03万。老年人
健康问题突出，慢性病患病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
同时老年人也面临严重的心理问题和不良对待问
题。为了更专业地服务老年人，湖南省老年医学学
会已经成立了包括医生、照护、医养、慢性创面修
复、精神医学、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六个分会。

4卷本传记《曾国藩传》出版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余蓉）湖南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将实行一年两考。近日，省教育厅发
布《关于2019年湖南省教师资格认定、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公
告指出，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2019年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考务相关事项的通知》及《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关于同意湖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一年两考的请示》的要求，从2019年起，我省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将实行一年两考，从2019年上半
年考试的面试开始与教育部同步。

上半年面试报名时间为2019年4月16日至
19日，考试时间为2019年5月18日至19日；下半
年笔试报名时间为2019年9月3日至6日，考试时
间为2019年11月2日； 下半年面试报名时间为

2019年12月10日至13日，考试时间为2020年1月
4日至5日。笔试成绩有效期为2年，面试报名时笔
试成绩在有效期内，即可参加当次的面试。

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湖南省从2015年下
半年启动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所有申请幼儿园、小学、初
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
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 均须参
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成绩均合格
可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须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
（http://app.jszg.edu.cn， 以下简称网报系统），
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网报入口”提交相关材
料进行申报。 申报的时间为春季批次4月15日
至4月30日，秋季批次10月15日至10月30日。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一年两考

关注老年人健康问题
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成立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炯宇）我省基层医药卫生行业2019届高校毕
业生供需见面会3月29日在长沙医学院举行，
现场435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12183个。今
年基层医药卫生岗位受到应届毕业生的青睐。

前来招揽人才的衡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副局长常晓春介绍， 目前基层卫生院最缺的
是临床医生、检验和影像医生，由于基层卫生院
各方面条件不如大医院， 所以想留住医生有点
难度。 此次他带领衡阳县12家单位来招聘人
才，准备招临床医生200余人。在长沙医学院的
供需见面会现场，他高兴地看到，应届医学生对

基层医卫岗位很感兴趣。 长沙医学院副校长罗
怀青表示， 今年学校应届毕业生共5528人，学
校目前正全力推进全国“一流学科”高校建设，
希望招聘单位通过多种渠道反馈学生就业质量
信息，让学校培养更多符合社会、企业发展需求
的人才。

据悉， 现场435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
12183个， 从用人单位的构成上看， 公办医院
208家（含三级医院8家）、民营医院95家（含三
级医院2家）、卫生机构7家、学校1家、公司124
家；从用人单位的地区分布上看，省内的用人单
位287家、省外的用人单位148家。

� � � � 我省举行基层医卫人才招聘会，435家用人单位提供
12183个就业岗位

基层医卫岗位受到毕业生青睐

72个日夜不放弃，54名专家组成微信群———

危重病患者迎来生命奇迹

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8368
0 4219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7
512
5651

6
24
223

214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426
65268

429
202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4月1日 第2019036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6 0813 14 15 16 20 2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 月 1日

第 201908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21 1040 333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64 173 253272

9 87

芒果V基金“快乐教室”连线川湘
� � �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余蓉）“两岸青山
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距离长沙2000多公
里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白垭乡小学
学生们，通过远程多媒体，跟着屏幕对面的长沙
市芙蓉区燕山小学老师一句一句地念着古诗
《望天门山》。经过老师的PPT、动画讲解，让古
诗一下子生动起来， 孩子们脸上洋溢起开心的
笑容。

这是近日，芒果V基金与湖南卫视《快乐大
本营》栏目组、快乐粉丝会启动的“温暖有你，快
乐出发”公益节目中的“快乐教室”捐赠现场。芒
果V基金向白垭乡小学捐赠一间远程多媒体教
室， 并邀请到长沙市芙蓉区燕山小学提供长期
的远程支教服务。在面向学生授课的同时，与当

地老师建立教案共享、 信息互通的长效服务机
制，帮助老师更好地教学，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截至目前，“温暖有你，快乐出发”完成了
30次公益之旅，足迹遍布湖南、四川、新疆等
地区30所学校，送去1663套课桌椅、14186本
图书 、2178件冬衣 、6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器
材、4个学校的音乐教室、3个学校的多媒体
教室。同时，芒果V基金与《快乐大本营》、快
乐粉丝会共同捐赠的“快乐图书室”也将全新
改版升级， 不仅为需要资助的学校建立图书
室， 还将邀请观众朋友线下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邀请节目艺人录制读书视频等方式，推动
全民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