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辉 刘小白

最近，一张医生拿着两根棉签吃饭的微
信，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职工的微信朋友圈引
发热议。

12月6日，记者找到照片中那位以棉签
代替筷子的医生———湖南省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波博士。

周医生一笑：“为了锻炼手指的灵活性，
特意为之。”

原来，用细小的棉签吃饭，可以锻炼手
指灵活性。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手指的灵活
性对于手术的精准度尤为关键。他用棉签吃
饭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现在不仅用时跟拿
筷子差不多，还可以左右开弓，两只手同时
用4根棉签夹菜。

除了用棉签吃饭，周建波还有
一些别的绝活。例如用针线缝葡萄
皮等等。

他特意为我们演示了一番。首
先用刀片将葡萄皮划开，然后用手
术用的弯针和线， 将葡萄皮对齐、
缝合、打结。在他的巧手之下，葡萄
皮不仅没破，还缝得十分整齐。

“用这种方法训练，对手、眼、脑
的协调配合以及手指力度的精准掌
控很有用。”周建波说，他从大学时

期就养成做针线活的习惯。现在，缝个扣子、
补个袜子，家里的这些针线活归他承包了。

平时坐车或者看电视时，周建波还会做
手指操，两只手分别朝不同方向旋转，或者
同侧的手脚分别朝不同方向旋转。“同侧的
手脚是由同一侧大脑控制，要朝不同方向运
转需要较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做到。” 周建波
特别强调。

以上种种，都是周建波为了提高手术技
艺所做的特别训练。其实，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很多医护人员都像周建波一样精益求
精、苦练技艺。例如，为熟练掌握一个操作，
拿着模型反复练习；为练就“一针见血”的静
脉穿刺技术，甚至用自己和同事当“小白鼠”
不断重复进行， 为的就是练出精湛的技术，
减少病人的痛苦。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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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通讯员 王建新
记者 左丹 ）今天，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
跋涉，2016中国援塞拉利昂“光明行”创新
医疗项目专家组一行， 乘飞机返回长沙。在
过去近20天里，援塞“光明行”项目专家组
在塞拉利昂为当地民众免费实施白内障复
明手术近200台。

援塞拉利昂“光明行”创新医疗项目是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一部署，由湖
南省卫生计生委具体承担的对塞拉利昂、津
巴布韦和柬埔寨3个国家的6个创新项目之
一，也是首个启动的项目。项目专家组由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的6位
医护人员组成，于11月18日从长沙出发。

项目组组长、湘雅二医院眼科副教授李
芸介绍，在塞拉利昂期间，项目组在中塞友

好医院重建了眼科病房和检查室，建立了专
门眼科手术室， 给1500多名患者进行了白
内障筛查， 给予300多名眼疾患者治疗，做
了近200台白内障手术，包括一位艾滋病感
染者和该国首台全麻白内障手术。湖南专家
还与塞拉利昂的眼科医院开展了深入交流，
为当地医生讲授眼科课程数10个小时，并
与当地眼科医院初步建立了合作机制。“为
感谢项目组，塞拉利昂卫生部专门给每一名
‘光明行’成员授予了荣誉证书。”

当地时间12月5日，在“光明行”项目总
结会上，塞拉利昂卫生部第一副部长Madi-
na对项目组专家说：“你们克服各种困难，做
了这么多手术，每一位手术患者因为你们而
光明。这是一件大爱无疆的善举，非常感谢
中国政府对塞国民众的无私关爱！”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记者 余蓉）
近日，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颁奖
大会在江苏南京东南大学举行。 湖南
化工职院吴伟龙、杨婷、段玲3名同学
获国家一等奖 ，并以第一名的成绩
获得专科组高教社杯。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创办于
1992年，每年一届，大学生以队为单位
参赛，每队3名学生，专业不限，分本
科、专科两组进行。此项竞赛已成为全
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竞赛，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建模竞
赛。2016年， 来自全国以及新加坡的
1367所院校的93000多名大学生报名
参加这项竞赛， 是历年来参赛人数最
多的。

据介绍，吴伟龙、杨婷、段玲的
参赛论文“电池剩余放电时间预测
研究”得到出题人浙江大学刘康生
教授的高度赞赏。该文用少量的参
数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各种放电电
流强度下放电电压与放电时间的
关系 ，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的
电池用量精确显示具有重要的技
术参考价值，已被纳入相关专利申
请人。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我省2016年
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于12月9日14:00
前公布在该院网站（网址：www.hneao.edu.
cn、www.hneeb.cn)。

按照省教育厅文件要求和省教育考试院工
作安排，上线考生应于12月13日前主动与所报考
学校取得联系，规定时间内未主动联系的，可视
为自动放弃录取。全省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实
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从12月14日开始。

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公布

“每一位手术患者因你们而光明”
湖南援塞“光明行”项目收官，近20天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200台

辛追雕像亮相长沙
12月8日，长沙市马王堆汉文化广场上的辛追雕像。该雕像以红砂岩为基材制作，高14米，重

150多吨。雕像所在的汉文化广场属于芙蓉区汉文化主题街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今年6月初
启动建设。目前，该广场及汉文化数字化展示厅主体工程已完工，正进行扫尾施工，预计本月底可
对市民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他是一个住在羊峰山下的农村老汉，坚
守传承灯戏文化70个春秋。在湖南省首届戏
曲迎春晚会上， 他与灯戏班子表演了一场灯
戏，观众感动了。他成了家乡人的骄傲。他是
永顺县灯戏传承人田永习。

他是一个退休老人，为创建“十里山留守
儿童文化街”和“十里山书香文化社区”，他捐
出积存几十年的3000余册图书， 取出3万余
元，他的妻子甚至将一头150公斤的猪卖掉。
这些书和钱全部投到精神“粮仓”建设，自家
的钱袋子瘪了， 当地人的精神却富了。 近两
年， 当地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志愿者和
中小学少年志愿者。 他是隆回县文化教育工
作者欧阳恩成。

她年过八旬，当团长30多年，带领通泰
老年艺术团， 从长沙的街道唱到了奥地利维
也纳音乐金色大厅，从舞台唱到了农村、建筑
工地、养老院，白发苍苍却依旧美丽。她是永
远年轻的文艺爱好者胡承勤。

……
“这些美丽的基层文化者，都是通过‘寻

找湖南最美基层文化人’活动挖掘、寻找出来
的。他们的事迹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引发了社
会强烈反响。讲好身边故事，树立行业标杆，
引领文化工作新风尚，这是举办‘寻找最美基
层文化人’活动的初衷。”12月6日，省文化厅
副厅长肖凌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湖南省第五届网络文化节子项目之
一，由省文化厅、省委网信办、新华网、湖南
日报社、红网联手举办的寻找湖南“最美基
层文化人”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得到社
会广泛关注和群众积极参与。 据不完全统
计，经过各市州、区县文化部门推荐及文化
工作者自荐和群众举荐等途径，共有1568人
报名。在报名者中，既有80多岁默默坚守一
线的老艺术家，也有20多岁的优秀文艺工作
者。这些来自基层的文化人，涵盖了基层文
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文化传承者、文化创
意者4大群体。

“这次活动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单一
评奖模式，采取个人自荐、群众推荐、单位引
荐等方式相结合，通过初评、网络投票、专家
评议、集体决定、社会公示等环节，评出湖南
‘最美基层文化人’ 候选人50名。” 肖凌之透

露，今年7月26日至8月15日，活动组委会组织
华声TV和红网的记者深入各个市州对50名
候选人进行实地采访和现场考察；同时，华声
TV和红网同步进行新闻报道。 通过网络传
播， 广大网友对每一位候选人的具体情况都
有了全面客观的认识。

有温度，有情怀，“最美基层文化人”的感
人故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纷纷关注、点赞这
些曾经被忽略的感动。活动开展以来，许多网
友踊跃地在省文化厅官方网站、华声在线、红
网等网站发帖、跟帖、留言，活动组委会办公
室专门开通了网站、微信、微博等多个网络投
票渠道。截至9月12日24时关闭投票通道，总
计有1500余万人次参与投票。10月中旬，“最
美基层文化人”专家评审会召开，在专家认真
严谨的评审下， 结合网络投票结果，10名湖
南“最美基层文化人”出炉，名单将在即将举
办的颁奖晚会上揭晓。

据悉，活动组委会还将组成湖南“最美基
层文化人”巡回演讲报告团，到各市州、高校、
企业、军营介绍优秀事迹。部分典型人物的事
迹，将收入湖南艺术创作元素库，进行深度加
工，搬上舞台。

3名专科生捧杯
全国数学建模赛

10名湖南“最美基层文化人”出炉

树立行业“标杆” 引领文化“风尚”

用棉签吃饭、做针线活、缝葡萄皮———

外科医生绝活“惊艳”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