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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龚焱，女，1970年7月生。1995年7月吉首大学

历史系毕业，已在张家界第三中学工作24年，担
任历史老师、班主任。多次获永定区政府嘉奖，
被评为 “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最可爱乡村
教师”。

【故事】
大山连绵，白云深处有人家。如果光看“张

家界第三中学”的字面，很多人不会相信这座学
校竟然坐落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最偏僻的乡
镇———沅古坪。

在沅古坪，龚焱像一只山雀，从来没有离开
过自己的窝。24年， 她一直呆在这里。 心静，心
安，因为心中有爱。这份对山区孩子的爱，浓得
化不开。

6月26日，记者翻山越岭，驱车赶到沅古坪，
走近龚焱，倾听她的故事。她说：“我就是沅古坪
人。家乡的山水，让我留恋。家乡的孩子，让我留
情。”

与其说龚焱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情结，不
如说是一种心结。跟许多的山区学校一样，这
些年来， 张家界第三中学也有不少优秀老师
进城， 一些学科老师变得非常稀缺。“如果我
也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龚焱说，“看着一
双双懵懵懂懂的眼睛， 我没有勇气与孩子们
挥手告别。”

丈夫田际飞原在张家界城区一所学校任
教，2017年9月也请调来到了沅古坪。2019年

4月，龚焱又将母亲和患病的弟弟接到了身边。
爱让人坚定。爱让人自信。
从教24年，龚焱一直关爱被称为“潜能生”

的后进学生。她说：“我若视他们为‘差生’，他们
可能会自暴自弃，变得更差。我若认为他们有潜
能，他们就会绽放自信。”

2017年3月，龚焱收到这样一条短信：“龚老
师，我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李亮。”看到“李
亮”二字，龚焱也是眼睛一亮。就是这个李亮，让
龚焱操碎了心的李亮，如今真的有出息了。

李亮，一个典型的“潜能生”。2006年9月，李
亮进校读初一，搞军训时，连向后转、向右转、
向左转都不会。龚焱问他什么原因，他的回答

是“读小学时没有体育老师”。李亮真幸运，遇
见了龚焱这样的“不认为他差”的老师。因为龚
焱发现李亮脑瓜子灵，好好引导，会有很大的
潜力。后来，李亮考上了高中。2012年，考上了
湖南文理学院。李亮说：“我能有今天，是龚老
师当年给了我鼓励。”龚焱说：“李亮的今天，就
是对我当初努力的肯定。” 师生一唱一和，别
有情趣。

“有这样一个人，她总是在我失意的时候，
用鼓励的话语撬开我的心闸；有这样一个人，她
总是在我悲伤的时候， 用温暖的笑容把我内心
的冰雪融化；有这样一个人，她不厌其烦地为我
们指点迷津，哪怕我再笨，再不听话。”

这是今年初中毕业的龚丽娟（化名）写的
一篇作文，代表了众多学生的心声。龚丽娟很
小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出走，一直未归。龚丽娟
读初中后，父亲只到学校来过一次。龚焱成了
“全职妈妈”。龚丽娟性格倔犟，肠胃又不好，经
常肚子疼。 龚焱一次又一次送她到医院看病。
有一次，回学校的路上，龚丽娟突然失声痛哭
起来：“我真想有一位像您一样的妈妈！” 龚老
师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孩子，不哭。我就是
你的妈妈！”站在街头，这对“母女”相拥而泣。

青山坚守着山脉，老师坚守着血脉。在沅
古坪坚守了24年的龚焱，不忘初心，赢得了当
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78岁的龚娥姐和75岁的
龚安秋，她们的孙女都是龚焱教出来的初中毕
业生。48岁的李中福，女儿也是刚刚初中毕业。
山里人话不多， 他们对龚焱的评价就一个字
“好”。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欧阳煜 刘龄予

看病不再奔波到大城市，越来越多
的群众选择县域内就诊。

6月27日，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获悉，围绕落实健康扶贫要求，我省
通过放管结合、上下结合、急慢结合“三
个结合”，扎实推进县级医院能力建设，
满足区域内群众的就诊需求。据医保数
据统计 ，2018年我省县域就诊率为
85.7%， 县域住院就诊率达到90.92%。
也就是说， 我省近九成患者就医不出
县。

18家县级医院晋升三级医院
平江县南江镇54岁的潘红（化名）

没想到，肺癌这样的大病，在县医院就
能做手术。

今年6月初， 她被诊断为右上肺结
节，性质待查，疑似肺癌。平江县人民医
院的手术团队通过微创手术，为她精准
切除了右上肺尖后段、 小于1厘米的肿
瘤，最大程度保留了正常肺组织。术后
病理诊断：微浸润型腺癌。

平江县人民医院院长皮杨德介绍，
该院2017年成立了全省县级医院最早
的早期肺癌MDT（多学科联合）诊疗团
队，肺癌早诊早治能力明显提升。截至
今年5月底， 该院共完成肺结节微创手
术238台，其中早期肺癌219例，诊断准
确率92%。

县医院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的背后，
是大医院专家团队的“对口帮扶”。我
省打破原有“医院对医院”粗放式帮扶
模式， 全面实行三级医院“科室对科
室”的精准帮扶。县医院根据区域疾病
谱和外转率， 确定5个重点建设临床
专科，由帮扶医院派驻长期帮扶人员，
精准对接。

例如平江县人民医院肺癌MDT诊
疗团队，就是在湘雅医院熊曾教授及湘
雅二医院伍玉枝教授的指导与帮扶下，
以医院放射科为主体， 联合胸外科、体
检中心、呼吸科、肿瘤科等多学科组成。

“作为承上启下的中枢，县级医院
综合能力是破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的关键。 我们坚持放管结合，让
县级医院焕发活力。” 省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龙开超介绍，我省打破县级医院等

级瓶颈，启动县域三级医院创建，全面
放开县级医院二、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推动县级医院革新技术、做精做强。

平江县人民医院是我省首批县域
三级医院之一。截至目前，全省已验收
通过18家县域三级医院， 其中贫困县
4家，100万及以上人口县（市）均设置
有一家三级综合医院。

贫困县县医院基本实现
“四个全覆盖”

43岁的翁女士是湖北省来凤县
人，但她每天都要坐公交车，到湖南龙
山县人民医院治疗。

2016年， 翁女士罹患乳腺癌在外
地做了手术。因来凤县无法开展术后化
疗，翁女士只好到100余公里外的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治疗。 往返车费、开
销与医药费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付出
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根本照顾不上12
岁的小儿子。

“我现在每天晚上回去，早上坐公
交车过来，仅十几分钟时间，家庭治疗
两不误，非常方便。”翁女士说，去年4月
开始，她转诊来了龙山县人民医院。

龙山县人民医院院长贾琳介绍，该
院2018年1月正式成立肿瘤科，目前科
室每年收治癌症患者500余例，开展药
物化疗200余次，不仅满足了县域内的
群众就医需求，还吸引了邻县的患者。

龙山县位于湘西北边陲，地处武陵
山脉腹地， 群众外出看病特别不方便。
自2017年起， 省财政每年投入3200万
元，支持像龙山县这样的贫困县县医院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目前，我省在贫困县县医院已基本
实现“四个全覆盖”：即肿瘤化疗与癌症
治疗全覆盖，患者不用舍近求远；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全覆盖，降低了新生儿死
亡率； 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全覆盖，减
少了死亡和残疾；尿毒症腹膜透析全覆
盖，患者可选择居家腹透，回归家庭和
社会。

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增强，提升了群
众的就医获得感， 减少了死亡和残疾。
数据显示，全省急性胸痛患者住院死亡
率下降至0.9%， 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
静脉溶栓率提高到10.16%， 均优于全
国平均水平，得到国务院医改督察组高
度肯定。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李典航）从6月28日起，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长
沙工作站将正式运行， 可对外受理国家作品著
作权、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数字版权等登记
受理业务，该工作站设在长沙天心文化（广告）
产业园创谷主楼一楼。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是我国第一家综合性
版权代理机构， 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版权代理和版权社会服务机构， 隶属于中国版
权保护中心。其长沙工作站于今年3月19日签约
落户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是中国版权
登记受理首次进驻长沙， 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

司培训指导和园区精心筹备后于6月28日起开
始正式运行， 可为我省的文化科技类企业和个
人前来办理国家版权登记业务提供便捷服务。

据了解， 天心区还对著作权登记费用进行
补助。申报人为单位的，天心区按照著作权人实
际缴纳的登记费用（官费）的80%给予补助，年度
著作权登记补助总额不超过4万元；申报人为个
人的， 天心区按照著作权人实时缴纳的登记费
用（官费）的100%给予补助，年度著作权登记补
助总额不超过2万元；系列作品只补助第一件作
品。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唐远 ）今晚，由湖南省演艺集团出品 、
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原创民
族风情歌舞诗《湘风》在湖南大剧院首演。

嘹亮悠长的苗族原生态歌鼟拉开了演出
的序幕。《湘情》《湘韵》《湘风》3个篇章囊括了
《钩钩伞》《狐仙·刘海》《竞渡》《摆手欢歌》等

11个节目， 展现了苗瑶侗土等生活在湖南的
少数民族的风采。

“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观察， 大型节目
成本高、人员多，很难走出国门。而小节目
的组合形式比较灵活， 既能整台演出，又
可以单独表演、 自由组合。” 该剧艺术总
监、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霞

介绍，该剧针对国内商演市场和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创作 。在内容上，选取了湖南少
数民族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适合舞台表演的元素进行
提炼、加工和创新。在表现形式上，舍弃了
豪华的舞美包装，以歌舞乐本身的魅力讲
述湖南故事。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刘莉 记者
李传新）6月28日是国际癫痫关爱日， 今年的主
题是“癫痫与公共卫生”。湖南省脑科医院今天
组织相关专家为公众举办了一场癫痫公益义诊
活动。

来自益阳的小女孩亮亮（化名）今年5岁，因

患难治性癫痫4年多，近日在湖南省脑科医院神
经外科接受了右侧额叶致痫灶切除术。据了解，
亮亮在出生后6个多月时，父母发现她出现了身
体晃动不稳、四肢张牙舞爪、双眼向一侧凝视的
症状，每次持续约10秒钟，当时亮亮父母并不知
道孩子是生病。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外科癫痫

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琴介绍， 癫痫是常见的
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在任何年龄、地区和种族的
人群中均有发病，以儿童和青少年多发，其典型
症状有突然倒地抽搐、眼睛上翻、口吐白沫等，
也可能表现为过度运动等一些不典型症状。癫
痫的发生还可能与头部外伤、 颅内肿瘤或感染
等有关。 因此， 应从多个角度来重视癫痫的防
治， 如适龄女性在怀孕前和孕期前三月要足量
补充叶酸，并规范产检，以防止胎儿神经系统发
育异常；避免小儿的持续性高热、头部外伤、颅
内感染等而继发癫痫。

人工髋关节，又称髋关节假体，是通过置换
手术来代替病损髋关节的外科植入物。 一般分
为股骨部件和髋臼部件两部分， 分别用以代替
髋关节的两个关节面。 半髋关节置换是单纯置
换髋关节的股骨及股骨头部分， 全髋关节置换
是同时置换髋关节的髋臼和股骨头两部分。目
前人工髋关节的材料主要有金属材料、 高分子

材料和陶瓷材料。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到关于人工

髋关节的可疑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主要表现
为假体松动、断裂、周围感染，关节脱位，术后疼
痛，假体骨水泥植入综合征等。

为减少人工髋关节不良事件重复发生造成
伤害的风险， 临床医务人员要严格掌握关节置

换的适应症及禁忌症；加强业务培训，严格按照
说明书和手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操作； 规范术后
护理，科学指导术后功能锻炼，详尽提示患者注
意事项； 医疗机构要加强人工关节置换准入制
度的管理，加强验收、储存、使用控制，做好术后
随访工作，建立详细的使用记录。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记者来到
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禁毒大队，听大
队长罗晓峰讲述前些天惊险的抓捕行
动。

今年6月初， 苏仙公安分局禁毒大
队查获一起吸食毒品案。审讯中，涉案
人员交代了一名外号“老武”的上线。罗
晓峰立即部署抓捕工作。“老武”特别警
觉， 民警对他经常活动的场所进行布
控，蹲守几天，但“老武”像人间蒸发了
一样，不见踪影。

6月17日，传来可靠情报：“老武”因
手头紧，有一笔“大货”急需套现，他联
络下家准备进行毒品交易。罗晓峰根据
线报调整抓捕计划： 由民警假扮购买
“大户”与“老武”交易，并以民警点烟为
信号实施抓捕，确保人赃俱获。

为不引起“老武”怀疑，罗晓峰选择
了面生的年轻民警张鑫前去交易。交易
地点是“老武”选的，在郴州某小区停车
场。

6月17日晚上10时， 天气异常闷
热，早已埋伏在绿化带的民警几个小时
里一动不动，生怕细微的动作波及绿化
带植物，引起“老武”警觉，导致行动失

败。这时,负责交易的张鑫坐在开着空
调的车内。对张鑫而言，从警11年，这样
的行动经历了多次，每一次都很成功。

“老武”终于来了，他拉开车门坐进
后座。张鑫努力让自己平静，按照“剧
本”开始套路“老武”，让他放下防备。
“老武”从随身携带的黑色包里，拿出疑
似毒品的白色物品让张鑫查看。张鑫确
认后，按照约定信号点烟，将烟头伸出
窗外。

看到信号， 民警迅速冲出绿化带。
“老武”狗急跳墙，打开车门逃跑，民警
合围追捕遭遇了拼死抵抗。“老武”多
次试图从包内掏东西。民警王鑫发现
包内有一疑似枪支的硬物，一个箭步
冲上前 ，使劲抓住“老武 ”的手。“老
武”拼命挣扎，力气出奇的大，抓住的
手一下被挣脱。王鑫眼明手快，赶紧
又抓住，又被挣脱。就在“老武”将疑
似枪支的硬物拿出来的瞬间，王鑫用
力抓住他的手，一个翻腕，把“老武”
手上的东西打落，并成功将其控制。

经现场检查， 包内有大量疑似毒
品，还有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好险！

罗晓峰说：“禁毒民警常遭遇持枪
毒贩， 但既然选择了成为禁毒民警，我
们就不怕，也绝不会退缩！”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18家县级医院晋升三级医院

湖南近九成患者就医不出县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杨访问）今天上午，长沙市首个
廉洁文化示范点在浏阳市沙市镇秧田
村耕读文化园内挂牌开馆。

该园依托秧田村“勤”“耕”“廉”
“俭”等家风家教和地方特色打造而成，
按照全域乡村旅游建设的标准设计景
点标识，全线引入语音导览系统，通过
讲述村史沿革，品读乡贤故事，重温家
风家训，展现乡风文明，让大家在参观
学习中接受文化洗礼，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教育启迪。园区涵盖有600多年历史
的老龙井、400多年历史的老桥亭、300
多年历史的罗氏老槽门、民国时期的浏
阳龙舟赛场-秧田龙舟码头等一批具

有浓郁乡愁的历史景观，分布有耕读文
化馆、博士墙、廉文化墙、廉荷园等一串
具有廉洁教育意义的现代景点，开设有
“亲子耕作”“博士授课”“家风诵读”“国
学教育”等特色体验项目。

近年来，浏阳市充分挖掘革命老区
的红色基因和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积
极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廉政文化
活动，全力打造立体式、多层次、广覆盖
的宣教平台。

“下一步，浏阳市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进一步提升品牌效应，深层次挖
掘本土廉政文化资源，实现‘以文化人、
以文促廉’。”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
书记黎春秋表示。

长沙首个廉洁文化示范点
在浏阳挂牌

面对上膛手枪，他们毫不畏惧

沅古坪的一只山雀
———记张家界第三中学教师龚焱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关注人工髋关节的使用风险

国际癫痫关爱日

省脑科医院举办公益义诊活动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长沙工作站运行
今后在长沙就可办理国家版权登记受理业务

歌舞诗《湘风》首演

6月27日晚，
湖南原创民族风
情歌舞诗《湘风》
在湖南大剧院首
演。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龙文泱

摄影报道

� � � � 6月26日，龚焱（左三）向家长交代学生暑期学
习与安全等事项。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