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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陈新华） 为了挽救血液病患儿生
命，11月20日，株洲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顾晓芳毫不犹豫撸起袖子，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捐献140毫升造血干细
胞，用实际行动履行对社会的承诺和大爱。
据悉， 这是全国首例市级红十字会常务副
会长捐献造血干细胞。

“资料库多1名志愿者，血液病患者就
多一份希望。”这是顾晓芳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自2015年担任株洲市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以来， 顾晓芳常年奔波于各个县
(区)之间，在完成红十字会救护、救灾、救
助等业务工作的同时， 她积极宣传招募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17年6月，顾晓芳
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成为一名造血干
细胞志愿捐献者。

今年6月，顾晓芳得到通知，她的造血干
细胞与一名重型血液病患儿初配相合。她没
有片刻迟疑，配合相关工作人员完成了高分
检测、体检等流程。在等待捐献的过程中，即

使工作繁忙，她仍挤出时间锻炼身体，“因为
想给患者输送‘最有活力’的细胞”。

“在我们的工作中，会有一些志愿者临
捐反悔现象，因为捐献是完全自愿的，志愿
者在任何阶段都有退出的权利， 但临时退
捐会打乱患者的治疗计划、 增加患者治疗
费用，更严重的可能危及患者生命。”顾晓
芳说，通过这次捐献经历，能够设身处地以
普通志愿者的心态去思考这些现象， 改进
今后的工作。

“捐献造血干细胞就是一个简单的外
周血采集，从手臂静脉处采集全血，通过血
细胞分离机把造血干细胞分离采集出来，
同时将其他血液成分回输捐献者体内，并
不是大家误解的抽取骨髓液， 过程很安
全。”顾晓芳介绍，我国白血病患者的数量
以每年近4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其中少年
儿童患者近一半。 虽然非血缘关系的捐献
概率较低，但只要能够匹配成功，大部分患
者通过移植能够治愈。 她呼吁更多人加入
中华骨髓库，为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身体力行做表率
株洲市红十字会顾晓芳捐献造血干细胞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通讯员 张维
夏 记者 李传新）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慢阻
肺日，今年的主题为“防控慢阻肺，你我携
手行”。湖南省人民医院今天牵头组织全省
14个地州市的57家医院共同举行“世界慢
阻肺日”大型义诊和健康宣教活动，呼吁全
社会应共同关注慢阻肺， 提高群众对疾病
的认知，早诊早治，改善慢阻肺诊断不足和
治疗不力的现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呼吸系统常见
病、多发病，与吸烟、大气污染及生物燃料
的关系密切。最新数据显示，慢阻肺仅次于
心脏病、脑血管病和急性肺部感染，成为世
界第四大死因。 中国慢阻肺年均死亡人数
达96万，单病种排名第三。省人民医院呼
吸与重症医学蒋永亮博士表示， 慢阻肺是

不可逆的，它是属于进展性的疾病，当出现
气促、咳嗽、咳痰等明显症状时，患者的气
道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害， 因此预防复发
很重要。患者初期症状表现为咳嗽、咳痰，
易与普通感冒混淆，随着病情加重，慢慢会
出现胸闷、气急等情况。确诊慢阻肺后，应
坚持长期治疗，维护好肺功能，减少发作。
另外，应遵从医嘱，不可随意停药、减量以
免加重病情。

蒋永亮提醒，慢阻肺患者经常做做呼吸
操，可以改善通气功能，缓解病情。做呼吸操
时，先经鼻子深吸一口气，然后将嘴唇缩起，
慢慢吐气，建议每天做2次，每次5至10分钟，
还可以练习吹气球、吹蜡烛等。另外，秋冬季
要注意保暖、预防感冒，一旦出现呼吸系统
疾病，应积极控制，避免加重病情。

世界慢阻肺日：
我省57家医院联合义诊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通讯员 张二
健 记者 余蓉）“现在学校没有辣条卖了，
我们举双手欢迎。”11月20日，武冈市红星
小学五年级196班学生家长蒋杰告诉记
者，以前孩子总不停地向家里要钱买零食，
现在好了，不再担心“五毛食品”对孩子身
体健康的影响了。

自《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实施以来，武冈市教育局与市场监管部
门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中小学校
园 超 市
（小卖部）

专项治理行动，“三高”食品（即高糖、高油、
高盐的食品）迅速下架，对没有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证》的立即关停，对在规定时间内
没有整改到位的学校相关责任人进行约
谈，切实规范校园超市（小卖部）经营管理。
9月开学后，市教育局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对全市18个乡镇（街道）
359所学校(含幼儿园)小卖部进行专项整
治“回头看”，严防违规反弹，全力保障广大
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目前，武冈市所有学校校园超市（小卖
部）已经全部整改到位，只为师生提供质优
价廉的学习生活用品。

武冈力保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梁裕涛

村里通电话了， 这是20年前新化县土坪
村的一件大喜事。

20年后的金秋时节，双峰县沙塘乡九龙
村的通组公路全部修成，干净宽敞的水泥路
成了村民“挂在心头，喜上眉头”的脱贫致富
路。

2000年，2019年， 跨越20年的距离，电
话线升级为村组公路“干线”，它划过岁月长
河，跨过娄底市东西两端的距离，留下了一
名普通扶贫队长———彭仲舒深深的脚印。

11月19日， 娄底市房地产局驻双峰县九
龙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支书彭仲舒，像往
常一样入户走访，和村民“唠嗑”。山坡上，树
木郁郁葱葱；道路两旁，新居美不胜收；田间
地头， 勤劳的人儿喜笑颜开……九龙村尽展
山乡美丽画卷。

九龙村位于双峰县紫云峰山脉， 是出了
名的贫困村。 地理位置偏僻， 山路九曲十八
弯，崎岖难行，贫困人口多达167户538人，脱
贫难度大、任务重，但这位扶贫“老兵”没有
退缩。2018年3月，在驻村见面会上，他深情
地说：“从此刻起，我就是九龙人，讲九龙话，

做九龙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步一个脚印， 带领九龙村的群众苦干实
干，两年时间彻底改变了贫困山村的落后面
貌。

彭仲舒到岗后， 第一件事是和驻村干部
一起拉网式入户。细心的他注意到，九龙村层
峦叠嶂，贫困对象居住极为分散，走访时很容
易迷失在山林中。 如果能做一张地图解决干
部与村民的出行和联络问题， 一定能让脱贫
工作前进一大步。

在单位的支持下，彭仲舒与技术人员逐
户奔走2个多月， 独创了一套卫星遥感影像
扶贫地图。地图以村部为中心，确定13.95平
方公里的边界线， 按1∶4500比例尺将贫困
户的家庭位置、户主姓名、致贫原因，帮扶干
部姓名、电话、帮扶措施等详细信息全部精
准标注。有了这套地图，干部打开手机APP
点击贫困户姓名，就可直接了解帮扶对象的
情况，自动导航路线前往，也可随时保持互
动联系。

打通“联络桥”，架起“连心桥”。彭仲舒鼓
励大家自主发展产业， 帮贫困户制订一户一
策产业扶持计划，“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志”
的理念深入人心。去年，九龙村不仅重点培养
了黄秋文、孙光辉、黄冬来、宋志奇4个养殖大

户， 为他们分别争取了小额信用贷款注册公
司，还成立了农业产业合作社，完成60亩丑柑
的栽种与管理。

“我家门口通水泥路了！孙子读书远，过
去‘毛马路’不好走，天没亮就得出门送，现在
接送时间缩短了一个多小时。 彭队长做了件
大好事！”说起村里新修的水泥路，贫困户宋
连荣连声称赞，儿子儿媳在外务工，他独自带
着孙子生活，彭仲舒成了他最信得过的干部。
如今，全村实现了组组通水泥路，在去年底实
现整村脱贫。

鲜为人知的是，彭仲舒当过兵。他把军人
的血气方刚， 化作了对扶贫工作的热情与坚
持。“革命军人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在
国家最需要扶贫干部的时候， 他甘当“一块
砖”，多次奔赴扶贫一线。从1999年第一次到
娄星区小碧乡高坪村帮扶， 到2000年为新化
县土坪村修建蓄水池，架通电话线，安装电视
卫星天线， 彭仲舒从此与扶贫事业结下了不
解之缘。2014年， 他挂职帮扶娄星区茶元镇；
2015至2017年， 他在娄星区杉山镇石底村扶
贫；2018年， 他又接受娄底市房地产局委派，
“牵手”九龙村。

20年来，彭仲舒先后5次赴扶贫一线驻村
驻地帮扶，将青春献给了扶贫事业。

一位老兵的20年扶贫路

禁毒教育
11月20日，学生在

体验吸毒血液循环模
型。当天，通道侗族自
治县礼雅小学开展“拒
绝毒品， 校园护苗”活
动，组织学生到县禁毒
基地参观学习，了解新
型毒品的种类和危害，
提升他们识毒、 防毒、
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粟明辉 吴光干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