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2日晚6时30分，中方县泸阳镇新店坪村梁家组，一出具有当地特色的阳戏《懒煮饭》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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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晚，中方县泸阳镇新
店坪村，临时搭盖的简易戏台上，

“咚咚锵锵”锣鼓一响，原生态的
地方阳戏《懒煮饭》开唱了。向军
一边说唱，一边围着舞台走场，手
中长枪舞得呼呼作响， 引来台下
不少叫好声。

43岁的向军， 溆浦县观音阁
镇人，小学未毕业就随村里的老戏
人学习唱戏，是这个戏班的骨干。

在怀化市农村，有不少乡村
戏班。这些戏班没有名称，也没
有固定的演员，一般由乡村演员
和戏曲爱好者组成，平时大多各
自在家忙农活，有演出时由班主
召集到一起。戏班的演员人数因
演出的需要而异，多的时候有几
十个人， 少的时候只有八九人。
为了节约开支，有时一人要演几
个角色， 反串更是经常的事，连
鼓乐师傅也经常要跑龙套。根据
演出的需要，戏班之间可以互相
调用演员。

戏班的演出业务并不稳定，逢
年过节或有婚丧嫁娶寿等红白喜事
时，他们往往被请来助兴。白天、夜
晚各演一场戏（唱一个剧目），演员
的酬劳为每人每天120至150元。

现在农村真正喜欢戏剧的人越
来越少，大多只是图个热闹；演员的
收入不高， 也难以找到继承人，因
此，乡村戏班正逐渐减少。

“最希望的是政府能够重视、保
护这些地方戏曲， 让传统文化能够
传承下去。”向军说。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雨滋

42岁的李某颅内长有肿瘤浑然不知，
一直当作颈椎病治疗。 头痛加剧， 送到
医院手术室途中出现忽然昏迷、 呼吸停
止等危险状况。

所幸的是， 医生抢救迅速， 将她从
鬼门关拉了回来。 3月1日， 她康复出院
时还特意与主刀医生、 湖南省脑科医院
神外一科主任邹叔骋合影 ， 比划出

“OK” 的手势。 3月3日， 邹叔骋向记者
讲述了那场抢救。

李某来自岳阳， 之前身体还算不错，
只是时常感到头晕。 在当地医院， 一直
当作颈椎骨质增生治疗。 2个月前， 她的
头晕、 头痛加重， 但仍然以为是颈椎病。
2月5日， 李某头痛加剧， 并且出现恶心、
呕吐现象。 当地医院CT检查后， 才发现
颅内竟然有一个巨大脑肿瘤。 次日， 她
转至湖南省脑科医院神外一科。

“后颅窝如此大肿瘤非常危险， 随
时可能发生脑疝导致呼吸、 心跳停止危
及生命。” 邹叔骋介绍， 患者脑肿瘤直径
竟达到7cm， 并伴有脑积水。

巨大的肿瘤， 像一颗随时可能爆炸
的炸弹。 邹叔骋立即下达了病危通知，
并迅速安排手术。

肿瘤紧邻脑干， 血运丰富， 周围神
经血管非常多， 摘除手术难度极高。 不
仅如此， 李某的脑肿瘤由后颅窝延伸至
中颅窝， 横跨小脑幕的上、 下两部分，
同时侵犯大脑和小脑。 这意味着有可能
一个手术切口难以全切肿瘤， 让手术难
度再度升级。

所有的术前准备一路绿灯， 仅用一
天就完成了所有的检查。

2月7日， 病人的头痛加剧， 经脱水
处理， 没有缓解。 医生考虑病人随时可
能出现脑危象， 急诊送手术室行脑室外
引流。

就在前往手术室的途中， 病人突然

昏迷， 呼吸停止， 出现脑疝。 医生们迅
速行气管插管， 15分钟就完成了脑室外
引流， 病人呼吸和意识恢复。 “再晚10
分钟， 病人必死无疑。” 邹叔骋说起当天
的紧急抢救， 仍心有余悸。

2月9日， 李某的脑肿瘤摘除手术按
计划进行。 按照常规手术方案， 需要开
一个骨窗跨越小脑幕上、 下的大切口，
才能完成手术。 为了减少病人的创伤，
缩短手术时间， 医生们精心设计了一个
小脑幕下手术小切口， 将小脑幕切开，
然后顺着肿瘤生长的通道， 在显微镜下
小心翼翼地切除肿瘤。

耗时10小时多， 手术成功完成。 术
后， 李某在 ICU观察5天后转入普通病
房， 没有遗留神经功能障碍。

“如果在两个月前及时发现脑肿瘤，
及时手术， 那么手术的风险性和危险性
将小很多。” 邹叔骋特别提醒， 如果反复
出现慢性头痛， 头昏等症状， 要警惕颅
内肿瘤的可能， 以免延误病情。

通讯员 向晓玲 张玉秀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杨医生吗， 我孙女泻肚子， 痛得不
得了， 请你快来给她看病！”

3月3日清早， 泸溪县白羊溪乡排口村
乡村医生杨兴富的手机骤然响起， 离家20
多里地的寨下屋场向阿婆打来求助电话。
杨兴富冲进卫生室， 熟练地配好药， 挎起
药箱， 便消失在凛冽的晨雾中。

1个多小时疾行， 赶到老人家中， 杨
医生一边询问病人病情， 一边拿出听诊器
测心率， 立即判断说： “是吃了不干净的
东西， 得马上打针。” 输液以后不久， 病
人症状明显减轻， 向阿婆握住杨医生的

手， 一个劲地感谢。
杨兴富今年63岁， 是一位退伍军人，

行医40多年， 被他医治好的村民数也数不
清， 村民感慨地说： “有他在村里， 心里
就踏实。”

村民杨七旺常年在福建打工， 去年秋
收也没回来。 一天早上， 他75岁的父亲在
山里抬打谷机， 不慎从3米多高的田墈上
摔下来， 脚肿得像馒头， 动弹不得， 正在
自家稻田抢收的杨兴富闻讯后， 立即丢下
手里的镰刀， 赶到老人身边。

简单处理伤情后， 杨兴富和村民找来
临时担架， 把老人抬回家。 老人年事已
高， 腿骨受伤后恢复慢， 需要静养， 可老
人说什么也要下床， 杨兴富瞧出了老人的

心思， 劝慰他： “大叔， 你安心养病， 地
里的庄稼有我， 不会让它耽误！”

此后20多天， 每天东方微亮， 山峦刚
刚显出模糊的轮廓， 杨兴富便来到老人床
前， 给他清理、 换药， 然后同妻子一起，
帮助老人抢收庄稼。

其实， 杨兴富的身体并不好。2010年
12月的一天，在出诊路上，他晕倒了，后来
经医院检查确诊患有胃癌， 不得不到省城
大医院动手术，出院回来第三天，有村民打
电话来求医，他又背起药箱出门。他说：“行
医就是行善，我要是不干了，乡亲们看个病
找谁？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所在。”

谁家生孩子了， 该通知哪个孕妇去检
查身体了，谁有高血压，谁有糖尿病……凡

与村民健康相关的大事小事， 杨兴富都一
一记在心里。 有一次， 水井湾村唐三妹老
人大便拉不下， 儿女掩鼻犹豫， 杨兴富到
场后， 不顾恶臭， 用手抠， 帮老人解决痛
楚， 临走还留下了药方； 村民杨兴仙急性
阑尾炎发作， 疼痛难忍， 家人找到杨兴富，
杨医生一看病人需要做手术， 就和亲属一
起把他送到县医院， 可杨兴仙家里穷， 一
时拿不出钱， 杨兴富就把自家积攒的600多
元钱拿出来， 塞到家属手中， 第二天早晨
患者做完手术病情好转， 他才离开。

杨兴富说， 我老了， 在有生之年， 希
望将排口村卫生室建成药房、 注射室、 观
察室、 预防接种室四室分开的标准化村级
卫生室。

足不出户可享
孕期健康教育

湖南省妇幼开通
“网上孕妇学校”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李俞辰） 作为孕妈妈的
您， 是不是还在为上班不能请假、 路
途遥远、 交通不便等原因而不能来孕
妇学校参加学习而发愁呢？ 不用急。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3月 4日起开通

“网上孕妇学校” 课程， 孕妈妈们足
不出户也能接受到专业的孕期健康教
育服务。

据介绍， 参加方法为： 加入“省
妇幼孕妇学习沙龙” QQ群， 群号
385193710， 该群须实名申请， 并请
注明预产期及户口所在地。 孕妈妈可
利用配备有视频音频功能的电脑登
陆， 并在指定的时间进入群课堂上
课。 授课时间为每周三晚19： 00—
20： 00。

另据了解， 3月8日“三八妇女
节” 当天，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将开展
义诊服务， 普通妇科、 产科门诊免收
挂号费。

头晕错怪颈椎 脑瘤险些致命

演员在表演地方阳戏 《懒煮饭》。 地方阳戏用当
地方言演唱， 幽默搞笑。

2月23日 ， 向
军接到另一个戏
班主的电话 ， 邀
请他演完后再去
堵家村演出。

米贤炳吹唢呐已有30多年。 他说， 一场戏下来， 整个嘴巴
都是麻的。

虽然观众并不多， 但演员仍全身心投
入演出。

萧煌奇压轴
《我是歌手》引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本周五，《我是歌手》 将迎来本赛季最后一位补
位歌手———“金曲歌王”萧煌奇。不少歌迷担心，初来
乍到的萧煌奇会无法适应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对
此，萧煌奇坦言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与大家玩音乐，
会把心情放得很轻松， 并不需要大家的同情。

首战震撼，“金曲歌王”展强劲实力

在“铁肺女王” 李佳薇踢馆惜败铩羽而归之
后， 《我是歌手》 迎来了本赛季最后一位唱将———

“金曲歌王” 萧煌奇。 作为压轴加盟的重量级嘉宾，
萧煌奇甫一现身便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 首场出
击， 萧煌奇带来的是自己的成名作———曾因林宥嘉
翻唱而红遍大江南北的 《你是我的眼》。 因有亲身
感悟， 萧煌奇演绎的版本比林宥嘉的版本多了一份
意蕴与力量， 情感丰沛的演唱之中传递出无限的温
暖与正能量。 萧煌奇说， 想借助这个舞台， 表达自
己对于朋友和家人的感恩之情， 要把“他们给我的
爱跟温暖， 散发到更远的地方。”

作为台湾家喻户晓的传奇歌手， 萧煌奇才华横
溢、创作能力有口皆碑，推出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
眼》便入围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和“最佳作词
奖”，受到台湾民众的热捧。此后，萧煌奇为黄小琥操
刀制作了旋律优美的《没那么简单》，顿时让黄小琥
红遍海内外。而萧煌奇自己也战绩不俗， 多次斩获
金曲奖， 堪称当之无愧的“金曲歌王”。

歌迷担忧，萧煌奇自信回应“放轻松”

截至目前， 本季 《我是歌手》 已经走过大半赛
程， 顶级唱将之间的音乐厮杀已经接近白热化， 萧
煌奇此时以补位歌手之姿压轴加盟， 歌迷大呼惊喜
之余也不无担忧。 头顶韩国“歌王” 头衔补位的郑
淳元在初来之际， 亦紧张到用卫生球堵住耳朵， 不
敢听其他歌手的演唱。 素来低调的萧煌奇能否顶住
强大压力， 一举突围， 深深地揪住了歌迷们的心。

对此，萧煌奇坦言，因为自己没有从头到尾参与
赛程，所以不了解观众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他同时
表示， 自己的优势在于有一副可以穿透人心的好嗓
子，而且自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与大家玩音乐，会
把心情放得很轻松。他说：“我自己尽力就行了，不会
去考虑要去跟谁比拼，就当自己跟自己比。”

萧煌奇如此坦然淡定， 亲赴台湾将他请来的
《我是歌手》 总导演洪涛表示极为钦佩， 并力赞萧
煌奇名不虚传， 强劲实力完全不输在线歌手。

身边的感动 行医就是行善 ———泸溪县村医
杨兴富的故事

三荤一素， 就是他们的晚餐。 戏班成员的餐饮由
班主安排， 一般比较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