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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雨艳 ）昨天，大型话剧《耿飚将
军》 媒体见面会暨开排仪式在湖南省话剧
院举行。

该剧由湖南省演艺集团、 北京大德惠
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国家一级
编剧任永新担任编剧， 国家一级导演傅勇
凡执导， 以湖南省话剧院演职人员为主要
创作团队，影视演员姚刚、徐百慧参演。

耿飚，湖南醴陵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外交家。导演傅勇凡介绍，该剧
选取了耿飚同志光辉的一生中最具代表性
的事件，展现了耿飚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

的战士”的崇高精神。该剧将力图通过舞台
综合艺术的表达， 用符合现代审美的方式
使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父亲出身贫苦，始终以‘幸存者’和
‘人民的战士’ 自称，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是他永远不变的初心。” 耿飚之女耿焱
说， 父亲作为湖南人， 性格很有特点。她
为剧组提供了许多有关父亲的细节。如
在去世之前，父亲看到军队阅兵，感叹国
家的强大，流下了眼泪。耿焱鼓励创作团
队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大胆创作， 并对
这部“由家乡人创作的作品”在家乡的演
出充满期待。

王德和

7月24日，在宁乡市龙田镇横岭学校，
湖南师大树达学院和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师
生组成的暑期社会实践联合支教团和横岭
学校107名学生朗读起《湖南日报》。当天，
是支教团的支教成果汇报演出。

台上，老师和孩子表演得起劲。台下，
乡亲们看得开心。

横岭村是省级贫困村， 村里青壮年长
年外出打工，大量老人和儿童留守。为了给
乡村的孩子们注入活力， 长沙市委编办横
岭村驻村第一书记夏振业邀请湖南师大树
达学院和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师生到此，开
展为期15天的暑期义务支教、党课下乡活
动。

在这15天中，支教团成员为孩子们开
设了绘画、 声乐、 形体舞
蹈、篮球、足球、手工制作
等课程。此外，每天还有一
堂特殊的课程———参加
《湖南日报》 朗读者大赛，
每天读报， 让孩子们了解
祖国的建设发展情况和身
边的故事。

丰富多彩的课程受到村民的欢迎。
支教团原本计划招收60名学员，结果第1
天就有超过100人报名。支教团师生与孩
子们同吃、同睡、同学习，为贫困的山村
带来了一股清风。清晨，他们晨跑的身影
在乡间小道跃动；白天，琅琅书声在天地
间回荡；夜晚，广场舞教学活力四射。

受此影响， 村内悄然发生了改变。9岁
的芳芳（化名）的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在
外打工，她跟着爷爷生活，性格内向孤僻。
她的姑姑介绍，在支教团师生的关爱下，年
幼的芳芳开朗了许多。许多家长加入到《湖
南日报》朗读者大赛中来，和孩子们一起读
报。 父母都在外打工的周顺对支教团提出
了自己的“要求”：“明年的寒暑假，你们继
续来支教好吗？”听到支教团负责人“支教
活动会持续推进”的答复，周顺开心极了。

大型话剧《耿飚将军》开排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黄震宇） 今天上午，第五届“爱·在
芒果” 台湾高校学生暑期来湘实习交流活
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播电视台举行。

自7月2日活动启动以来， 来湘实习的
50名台湾高校学子参与了《快乐大本营》
《天天向上》等节目录制，参加了芒果课堂、
芒果职业指导会， 通过近一个月的跟班学
习，收获颇多。结业典礼上，播放了他们自
主编剧、摄影、创意的短视频，展示了他们

满满的学习收获和在长沙的美好生活记
忆，也留下他们学习、观察、体验的青春成
长印记。

“爱·在芒果”活动由省委台办、湖南广
播电视台、 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共同举
办， 自2015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五届，共
吸引了225名台湾高校学生来湘实习，已
成为台湾高校学生十分向往的暑期实习活
动， 为两岸青年在传媒领域交流互动搭建
了桥梁。

留下青春成长印记

50名台湾高校学子结束在湘实习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梁辉 刘晓亮）溺水了怎么办？触电
了如何救？昨天上午，湖南省人民医院联合
湖南省红十字蓝天救援队举办“2019年暑
假学生防溺水等意外伤害第一目击者急救
知识讲堂”，受到了学生们的热捧。

每年暑假都是学生意外事故高发期，
加上近期各地气温飙升， 学生溺水事故增
多。为满足家长和学生迫切想要学习溺水、
外伤等急救知识的需求， 省人民医院特地
举办了此次“急救知识讲堂”。

据了解，从2015年开始，省人民医院
与长沙红十字会、 湖南省红十字蓝天救援
队合作，每年暑假举办“中小学生防溺水等
意外伤害第一目击者急救知识讲堂”，共有
3000余名学生参加，社会反响良好。今年

暑期开始前， 医院便通过微信和APP发布
报名信息，短短时间内，报名人数就超出预
计的400人，医院将采取分流措施，并增设
1场大型讲座， 在七八月增加10余场理论
授课+操作练习的小型讲座。

在今天的大讲堂上， 湖南省急救医学
研究所副主任刘晓亮为学生们进行了理论
授课，内容包括预防溺水、触电、气管异物
梗塞、外伤、烫伤和狗咬伤等意外伤害。蓝
天救援队的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如何在
水中对溺水者进行正确施救。 省人民医院
的急救培训人员示范海姆立克急救法、心
肺复苏法、外伤包扎等急救技能，并让学生
们自己动手在模型上练习。 同学们边练习
边讨论，并接受导师的考核，考核过关者将
领取医院颁发的急救培训证书。

暑假学急救成热门
省人民医院举办“急救知识讲堂”

支教清风拂山村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洁 高兴

“换脸术”从科幻变为现实。
7月26日，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换脸”出

院的张先生，伤口愈合顺利，讲话清楚，很快
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

2个月前，因患口腔癌，他口腔里黄豆大小
的肿块开始疯狂生长，很快占满整个右半边脸。
疼痛让他无法进食，两个月瘦了10公斤。

“患者入院以来，我们看到肿瘤以肉眼可
见的速度在生长。”湘雅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闵
安杰副教授介绍， 张先生脸部皮肤由完整到
破溃，肿瘤从口腔内部穿过肌肉长到外面，长
到嘴唇，导致嘴巴都合不拢。

“如果不及时切除，患者不仅无法进食，
肿瘤通过淋巴结转移，可能会侵犯到眼球、颅
内，随时夺走他的生命。”闵安杰表示，要救命
首先要切除肿瘤， 但肿瘤切除后会形成一个
近15×18厘米的巨大洞穿性创面， 必须用皮
瓣修复。

如何给张先生一张“新脸”，成为摆在医
生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往修复手术一般是取
带肌肉的皮瓣，但修复面部时，太臃肿，特别
是还需要修复嘴唇，皮瓣要更薄。闵安杰选择
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穿支皮瓣技术， 只取带皮
肤和血管的皮瓣，减少皮瓣的厚度。

修复如此巨大的缺损， 在全国都非常少
见，从哪里取皮瓣呢？专家讨论决定，将面部缺
损一分为二， 从张先生的双侧腹部切取2块皮
瓣，然后通过精准拼接，形成整张“面皮”。同时，
切取左大腿处的皮瓣，修补口腔内的缺损。

为使手术更加精准， 专家们还采用了数
字化外科与3D打印技术进行“术前模拟”，为
张先生“量体裁肤”设计“新脸”，同时让医生
术前“心中有谱”。

7月2日上午，3组医生同台手术， 分别切
除肿瘤和制备皮瓣，尽量缩短手术时间。

“每块游离皮瓣移植到面部后必须有血
液供应才能存活， 因此必须在显微镜下进行
微动脉及静脉的吻合。 而吻合血管操作要求

尤为精细，每根血管的口径只有1毫米左右，1
根血管要缝8至10针， 用的线比头发丝还细。
只要一针没有缝好引起血管堵塞或漏血，都
会导致皮瓣坏死。一旦有一块皮瓣坏死，都是
灾难性的后果，整个伤口会感染坏死，手术就
会失败。”闵安杰表示。

吻合一根血管需要20至30分钟， 专家们
在显微镜下一共吻合了7根血管。手术一共持
续了19个小时， 到第二天凌晨4时左右才结
束。神奇的是，当3块皮瓣按术前设计拼接在
一起后，张先生的“新脸”出现了，而且上下
唇、鼻面沟及面部的形态及厚薄都显得“恰如
其分”。 经过20多天的术后精细护理，53岁的
张先生“新脸”皮瓣血液运输和循环良好，未
出现并发症。后续，张先生将继续进行放疗。

“湖南是口腔癌高发省份，很多患者就医
时已是晚期，大多错失了手术机会。现在随着
穿支皮瓣等显微外科技术的进步， 使得这些
患者获得了重生的希望。”该院口腔颌面外科
主任蒋灿华教授表示。

口腔癌患者切除面部肿瘤，1根血管要缝8至10针，用的线比头发丝还细———

手术19小时完成“换脸术”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文左龙）今天，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
长沙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湘涛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张
湘涛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对违法犯罪所
得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
湘涛利用担任望城县委书记、 长沙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
上的便利， 为湖南天创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等单位及个人在承揽项目、 申请农业专项资

金、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户口迁移等事项上谋
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上述单位、个人
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920余万元。张湘
涛家庭财产、 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共计
520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
张湘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单独或伙同其妻收受他
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
大；张湘涛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不能说明来源， 其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长沙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张湘涛一审获刑15年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周子熙）今天，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对省卫计委原副主任方亦兵与其弟方晓兵受
贿罪一案依法进行了公开宣判。 对被告人方
亦兵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对被告人方晓兵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
万元。对两被告人受贿所得财物依法追缴，上
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7年，被告人方
亦兵利用担任省儿童医院院长、 省人民医院
院长、省卫生厅副厅长、省卫计委副主任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26家单位或个人在工程承揽、
药品及医疗器械设备销售、工作调动、单位资
质评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单独或者伙同其
弟被告人方晓兵、其妻徐艾薇（另案处理）非
法收受上述单位、 个人给予的现金及财物价
值共计人民币649万余元、 港币1万元、 美元

2.98万元、加币3.3万元、澳币0.4万元。其中方
亦兵伙同方晓兵共同收受现金人民币276万
余元； 伙同徐艾薇共同收受现金人民币15万
元。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方亦兵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
益，单独或伙同亲属收受他人贿赂，其行为构
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方晓兵作为国家工作
人员的近亲属，代为转达请托事项，伙同国家工
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数
额巨大。方亦兵、方晓兵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侦査
机关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系坦白，认罪态度
好，主动退缴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可以从轻
处罚。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600余万元，省卫计委原副主任———

方亦兵一审获刑11年

炎帝陵祭典传承
发展座谈会举行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徐庶）今天，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炎帝
陵祭典传承发展座谈会在长沙举行，来自文旅
部非遗司和省内外的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汇
聚一堂，为炎帝陵祭典的传承发展建言献策。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
帝陵祭典源于周，始兴于汉唐，盛于宋，定制
于明清， 是千百年来后人为缅怀炎帝丰功伟
德形成的一套祭祀活动。 自1988年炎帝陵修
复工程竣工以来， 炎帝陵举办了各类文化和
祭典活动5000余场次，累计接待海内外炎黄
子孙1500余万人次。今年，该项目入选由文旅
部确定的全国中华民族文明发源文化发祥重
点项目（部分）。

与会专家认为，炎帝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
要文化符号， 炎帝陵祭典的当代意义值得关
注。其所倡导的价值，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
文化认同感、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强
文化自信。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锦建
议，深入挖掘炎帝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农业生
产的关系，大力搜集炎帝相关民间故事并进行
具象化展示，对炎帝信仰进行整体呈现。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656667
0 1479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6
661
6290

4
28
194

241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880
80471

526
241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7月26日 第2019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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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708 14 21 23 26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26日

第 2019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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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1340 101036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2118 223 472314

0 41

峰林间上演音乐盛典
7月26日，2019黄龙洞音乐季·峰林音乐盛典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老磨湾大氧吧广场上

演，俄罗斯爱乐乐团及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艺术家参加，共同演绎《我爱你中国》《我的
祖国》《天鹅湖组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中外经典名曲，让观众在自然奇观中欣赏世界音乐
之美。 吴勇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