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周月桂）12月15日至16日，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穿山甲项目组成员来到平江县，
在维夏中学、 黄金乡巨能小学为这里的学生上了几堂生动的
穿山甲保护课。

现场， 科普宣讲员通过视频、PPT向同学们讲解了穿山甲
的习性特征、濒危的原因以及普通人如何参与保护等。长沙市
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周灿英会长表示，湖南曾是中华穿山甲的
重要栖息地之一，而现在穿山甲在野外难觅踪迹，需要严格保
护。据了解，2016年1月，长沙野保协会发起了“寻找最后的穿山
甲”活动，通过野外调查、问题调研、保护宣讲、培育民间保护力
量等方式，唤醒社会各界对穿山甲这一濒危物种的关注。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通讯员 庞昭明
许衡 伍振 记者 肖洋桂）常德津市毛里湖在
完成网箱退养拆网后，专门请湖南农业大学教
授开出了净化水质的“良方”。12月14日，毛里
湖渔场的工人们忙着向湖里投放净水鱼苗、栽
种水草，从昔日向水要钱变成拿钱护水。

毛里湖位于津市东南部、洞庭湖西缘，拥
有3000多公顷水面。因各种原因，水体受到
一定程度污染。近年来，津市致力于毛里湖生
态治理，水质明显改善。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

整治打响后，津市积极响应，开启新一轮毛里
湖治理。先是完成了网箱退养拆网，然后根据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量身定制的净化水质“良
方”，重建健康湖泊生态系统。

14日这天， 在毛里湖龙头嘴水域，4000
多尾鳙鱼顺着水槽被投放到湖水中。 这些被
人们喻为“水中清道夫”的鳙鱼，可“吃”掉湖
水中的磷、氮等富营养物。大湖股份西湖渔场
负责人介绍，他们还投放了5000多公斤麻白
鲢，这种鱼同样对水体有净化作用。今后，像

草鱼、鲤鱼这类经济型鱼类，渔场将尽量少放。
除了投放水生动物， 西湖渔场还趁着枯水

期，组织工人在浅水滩涂上栽植净水植物。计划
用1个月时间，将西毛里湖6处滩涂全部种上苦
草，以吸附淤泥中的富余营养，总面积约30亩。

今年内，西湖渔场还将投入200万元，建设
生态河床，按比例投放鳙鱼、蚌类、螺类等净水
生物，并组织劳力打捞水葫芦，清理湖面白色垃
圾，运用生物技术重建健康湖泊生态系统，形成
水体自净体系。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毛里湖：昔日向水要钱
如今拿钱护水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邓亚杰）“塘里的水又和10年前一样清澈
见底了。听说正在建生态浮岛，以后夏天就可
以坐在阳台上吹凉风赏花， 想起来都开心。”
12月15日， 家住岳阳市君山区政府旁的刘
爹， 看着屋后曾经又黑又臭的水塘经过治理
后换上了清澈的地下水后，笑得合不拢嘴。

君山区坚持“生态+”的理念，针对全区
黑臭水体集中开展整治行动。 对区内黑臭水
体排查摸底，采取控源、截污、清淤、调水、管
理“五位一体”的工作思路，投入2000多万
元，对该区西干渠、北干渠、黄岸渠、骨干水塘
等重点黑臭水体进行“一水一策”集中整治。

该区从岸上的污染源入手， 对所有黑臭
水体附近的50多家生猪养殖场和其他畜禽
养殖实行全面退养，拆除水体旁垃圾池，避免
二次污染。投入9000多万元新建第二污水处
理厂，铺设近9公里的污水尾水管网。对于无
法并入污水管网的零散住户， 建设了200多
个四格净化池进行污水净化， 截断黑臭水体
形成的根源。同时，君山区对黑臭水体全面清
淤后开展自然生物链治理，建设生态浮岛，移
植水生植物， 吸收和净化水体内的氮和磷等

营养物质，给水体“减肥”。
为使黑臭水体“长治久清”，君山区积极推

进水系连通建设，计划投入15亿元，实施濠河江
湖连通工程和华洪运河河湖连通工程， 使全区
沟渠与长江、洞庭湖连通，形成完整水网，通过
“活水”进而“净水”。

截至目前，该区黑臭水体整治已基本完成，
驳岸绿化、苗木种植、草皮铺设等也已完成。对
水体取样检测结果显示， 该区黑臭水体水质都
已达到验收标准。

君山区：“五位一体”根治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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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12月17日，各地的邵商纷纷回到家乡邵
阳市，参加盛况空前的第三届邵商大会。

打好邵商“牌”，是邵阳市推进开放开发
的重要手段之一。地处湘中、湘西南的邵阳，
正加快走出封闭，放眼神州、拥抱世界，实现
开放崛起。如今，一种立体式开放新格局，正
在邵阳清晰显现。

立足新坐标，写好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后，邵阳市委、市政府提出，
要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进一步做好开放文
章。12月8日上午，邵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进行集中学习，专题学习开放型经济
发展理论，邀请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徐湘
平作辅导报告。参加这次学习的，除了市领导
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外， 还有全市各工业园区
和外向型企业的代表， 折射出邵阳加快开放
发展的强大决心。

近年来， 该市立足地处全省东西过渡带
和四大发展板块结合部的新坐标发力， 坚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充分发挥区位交
通和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
的立体式开放新格局。该市已连续3年获评全
省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 去年实际利用省外
境内资金增速居全省第一。

今年来，邵阳市委、市政府更加重视开放
崛起，研究制定了“3+X”开放崛起体系。“3”
即出台《关于加大财政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
的若干政策》《邵阳市招商引资若干政策规
定》和《支持引老乡回家乡创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3个支持政策，“X”即出台《招商引资四年
行动方案》《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行动方
案》《对接“一带一路”推动走出去行动方案》
和《对接邵阳商会建设新家乡行动方案》等多
个工作方案。

政策﹢行动， 邵阳的开放开发之举更加
务实。邵阳与外界联系更紧密，互动更频繁。
今年10月中下旬，邵阳派政府代表团出访老
挝、泰国和缅甸，就拓展商贸旅游市场与当地
政府、团体和邵商广泛接触，并达成一系列合
作协议及意向。11月下旬，又邀请老挝、泰国
和缅甸有关部门的代表访问邵阳， 落实合作
事宜。

“随着综合交通体系逐步完善，邵阳已进
入以时间距离重塑现代空间的新时代。” 邵
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说。通
过多年努力，邵阳这个昔日闭塞之地，在全省
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拥有了直达北京、上
海、深圳、昆明等地的高铁快捷通道。今年6月
底，邵阳武冈机场通航后，已开通到北京、郑
州、昆明、杭州、重庆、海口等城市的航线，与
外界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目前，邵阳开放开发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株洲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邵阳工作组、 长沙海
关驻邵阳机构先后挂牌成立， 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邵阳办事处已获批， 中国电子检验

检疫主干系统上线运行， 实现了全国检验检
疫通关一体化。目前，正加快建设市进出口通
关服务中心。

建设新园区，打造新载体

12月8日，中国·邵阳国家油茶产业示范
园南国油茶交易中心通过专家评审， 晋升为

“国家油茶示范交易中心”。同时，国家油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邵阳工作站落户示范园。总
投资8亿元建设的中国·邵阳国家油茶产业示
范园，是我国首个国家级油茶产业示范园，也
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油茶产业示范园。

本着“建设大园区、引进大项目、打造大
产业、推进大发展”的理念，邵阳市制定了23
条具体政策，高速推进油茶产业示范、湘商产
业园等新园区建设，打造开放崛起新载体。目
前， 全市13个湘商产业园已建设标准厂房
461万平方米，入驻企业446家。今年9月，该
市还将各市直部门的232项管理权限集中下
放到龙头园区———邵阳经开区， 实行园政合
一，为园区加快发展扫除体制障碍。

可喜的是，在邵阳市，各产业园区已成为
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主阵地、 创新创业的聚
集区。

邵阳经开区精准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
略， 不断提高产品智能化水平和科技含量。今
年，先后引进邵阳智能制造（工业4.0）产业小
镇、盖板玻璃等项目60个，总投资近200亿元。

今年来，邵阳市把“产业兴邵”作为开放
崛起优先战略， 着力建设沪昆高速百里工业
走廊与智能制造、农副产品、文化产业、全域
旅游、健康产业、现代物流6大基地，重点发展
先进装备制造、特色轻工、食品加工、电子信
息等重点产业。

同时， 邵阳市设立30亿元产业发展基
金、5亿元创业扶持资金、3亿元工业“过桥”
资金，扶持实体经济；建立审批“快速通道”，

精简行政许可项目180项、非行政许可项目151
项，权力事项精简率达61%。

拓展新市场，闯出新天地

12月14日，记者走进11月底开工的邵东高
新电子产业园，工人们正操作挖掘机、推土机，
忙着平整场地。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由“世界
杰出华商”、泰国湖南商会会长、邵商回乡创业
代表刘纯鹰投资建设， 建成后将成为邵阳又一
处对接国际市场的高地。

此前， 刘纯鹰创建的邵东隆源中小企业创
业园，从泰国、墨西哥以及上海、广东东莞等地
吸引邵商返乡，已入驻箱包企业等27家，并帮
助这些企业开辟一条通往国际市场之路。 刘纯
鹰告诉记者，今年头10个月，创业园完成出口3
亿美元，上缴税收6000多万元。

在“引进来”的同时，邵阳市积极对接“一带
一路”，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在世界大市场
闯出一片新天地。

目前，邵阳对外投资空前活跃，境外投资企
业达到298家，近5年投资额年均增长40%，去年
达到3.79亿美元。邵阳企业已在128个国家和地
区设立营销平台172个。 我省目前在境外创建
的10个产业园中，以邵商为主创建的就有5个。
邵商、 老挝湖南商会会长刘小民牵头投资的老
挝湖南橡胶产业园， 天然橡胶种植基地面积已
发展到15万亩，年产干胶1万吨左右、产值达到
100亿元。

借助境外园区和营销平台， 邵阳对外贸易
风生水起，已建成鞋业、发制品、打火机、五金、
箱包、农副产品、工程机械、医药化工等10大出
口基地，出口产品达40类289个品种，其中一次
性气体打火机占全球市场份额70%， 发制品占
全球市场份额20%。

大门打开，活力迸发。今年1月至10月，邵
阳市进出口总额达12.665亿美元， 同比增长
24.8%。

通讯员 邓磊

说到肝癌， 给人们印象就是“癌中之
王”，是绝症中的绝症。其实，这个看法已是
“老黄历”。 我国医学专家在攻克肝癌方面
已取得很大进展， 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为
例，在湘雅名医王志明主任的带领下，近几
年来成功地救治2000余例肝癌患者，5年
成活率高达50%以上， 不少人手术多年还
健康地活着。在湘雅战胜肝癌的团队中，有
一位后起之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十佳医
师”、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
员周乐杜副教授。

“拯救生命让我获得最大的
幸福感”

出生在洞口县一普通农家的周乐杜从小
学习优秀，考清华大学是他奋斗的方向。然而
就在他参加高考的1992年， 母亲的胆囊结石
病发作，因一时找不到医生，让母亲痛苦折腾
了半个月。于是，他毅然报考了医学专业，并
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湖南医科大学。

毕业后， 他被留到了湘雅医院普通外
科并一直坚守在临床第一线。之所以坚守，
是因为他初心不改， 没有忘记母亲被疾病
折磨的情景；还因为他在当住院医生时，成
功地对一位因阑尾炎被误诊而送到医院的
农村小男孩进行了抢救， 孩子父母眼里的
泪花“让我获得最大的幸福感”！

“在外科金字塔上实现自己
的梦想”

“医学界有个说法，肝胆外科是外科的
金字塔，而肝癌手术又处在金字塔的尖端。
我的奋斗目标就是在外科金字塔上实现自
己的梦想。”周乐杜如是说。

当他还是住院医生的时候， 就参加了
导师王志明教授采用肝移植方法对生命垂
危的患者邵浩进行的手术， 让这位农村青
年不仅重新站了起来，而且能自己谋生，开
店创业生儿育女。

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 他赴全球最大
活体肝移植中心日本京都大学和美国康奈
尔大学从事肝癌基础理论研究。学成之后，
在导师王志明教授的支持下， 先后独立在
多个领域开展了多项重大手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微创手术风行，
腹腔镜下各种手术不断涌现。然而，这种切
口小，有利于患者康复的手术却迟迟难以在
切除肝癌上推行，因为肝脏本身是个储血的
器官，如同一个“大血球”，腹腔镜下的肝切
除术几乎“刀刀出血”，很容易造成大出血，
危及生命。 周乐杜经过反复钻研和苦练，终
于掌握了在腹腔镜下肝切除手术技巧，目前
已常规开展各种腹腔镜下的肝癌手术，包括
左右半肝切除手术。2015年以来先后开展腹
腔镜肝癌切除手术200余例。

近些年来， 一种比微创还微创的射频
消融治疗肝癌手术在国内外问世， 这种手
术采用的是将一根只有两毫米的小针刺入
肝癌病灶，通电消融治疗后，小针周围可达
上百摄氏度的温度，可以将肝癌组织破坏。
他敏锐地看到这种手术对于小肝癌、 对于
不能手术的肝癌， 以及转移性肝癌及复发
性肝癌，都有其独特的疗效，于是在省内率
先开展了这种手术， 到目前已成功地进行
了千例，居国内先进水平。

在临床上不断取得成就的他， 一直注
意理论经验总结，近5年来先后发表学术论
文10余篇，其中多篇为国外著名学术刊物
录用。此外，他还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奖2
项及湖南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等多项奖励。

“患者本来就是我的亲人”

“医术高明，医道高尚，责任心强，对待
病人像亲人。”“12月1日做腹腔镜，第二天就
下床小便通了气，第三天就吃了稀饭、面条，
真神奇。”这些是网络上病友对他的赞扬。

病房的病友说，他每天都会鼓励大家，
“你今天脸色好多了。”“你这个症状， 说明
你快好了。”有人说这是在“忽悠”患者，周
乐杜说：“这不是‘忽悠’，精神力量是非常
大的，千万不能忽视。”

病友们还赞扬他“是贴心的好医生，不
乱发药物”。他却说：“医者，仁者，当然不能
乱来。 我的原则就是用最少的钱， 把病治
好，绝不开大处方。”他希望更多的人可以
认识到，现在肝癌并不是那么可怕了，我们
的肝胆外科医务工作者， 正在继续努力攻
关，为更好地战胜肝癌而努力在奋斗……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行进三湘

邵阳，打开大门活力迸发

12月14日，邵东亿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工人在操作自动化生产系统。 申兴刚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丹青

12月15日，岳阳市二医院成功开展了
岳阳首例Ravitch微创手术（即胸腔镜下改
良的胸骨抬举术和漏斗胸微创矫正术的杂
交手术），使饱受了11年“鸡胸+漏斗胸”之
苦的彭娇娇（化名）终于可以挺胸做人了。
这标志着岳阳市对漏斗胸的治疗提高到了
一个新水平。

家住君山区的娇娇今年11岁，自出生
时胸部就有个凹陷。2岁那年， 父母带她到
湘雅医院进行了漏斗胸矫正术。2年后，胸
骨再次出现凹陷。随着年龄增长，娇娇的佝
胸、驼背、凸肚情况不断加重，心脏和肺部
受挤压变形，胸壁变形严重。近年来，她活
动后就呼吸困难，有时心前区还疼痛。因为
怕同学嘲笑，娇娇很自卑，不愿跟同学玩，
走路时驼背，大热天也穿着厚衣服，以遮掩
身体的缺陷。因为病情复杂，父母带她到多
家医院求医无果。

听说岳阳市二医院运用Ravitch微创
手术可以彻底治愈困扰孩子的顽疾时，娇
娇的父母喜出望外， 热切希望医院利用该
术式为自己的孩子解除痛苦。

湘雅二医院普胸外科刘文亮博士，是

今年岳阳市政府引进的指导性专家型人
才，他与岳阳市二医院颈胸外科医生杨忠
义、柳朝晖，带领医疗团队在全麻下，对娇
娇实施改良的胸骨抬举术和漏斗胸微创
矫正术杂交手术， 采用术中切除凸起的4
根肋软骨，楔形切除部分胸骨并植入一条
钢板，充分调整钢板的位置方向后进行固
定，历时110分钟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医
生仅在娇娇的胸部开了3个不到4厘米的
小口，术后胸壁恢复正常外观，心脏压迫
症状消失。

刘文亮介绍，漏斗胸是儿童时期较常
见的胸壁畸形之一， 患儿会出现佝胸、驼
背、凸肚、自卑抑郁的典型症状。因胸骨凹
陷，导致心肺受压，使肺功能降低，表现为
活动耐力差，肺活量低，多数患儿症状随
年龄增长而呈渐行性加重，严重影响小儿
身心健康，6岁以前是治疗的最佳年龄。

据悉，娇娇所患“鸡胸+漏斗胸”，因是
二次复发，病情严重且复杂，再加上拖延的
时间长，孩子的胸骨严重变形，仅靠单一的
漏斗胸微创矫正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医
院自我加压，采用一个手术、两个术式相结
合的方法来为她进行治疗，效果令人满意，
预计4天后孩子就可顺利出院了。

今天“漏斗胸” 明日美少女
———岳阳市二医院开展岳阳首例Ravitch微创手术侧记

肝癌病中虎 偏向虎山行
———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青年委员周乐杜

穿山甲保护课堂走进平江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徐怀）近日，长沙民政职院成功获批为湖
南省社工机构孵化基地。孵化基地主要服务
内容是对初创期的公益性民
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提供办
公场地、 办公设备、 注册协
助、扶持基金、能力建设、发
展指导、政策辅导、宣传推广
等关键性支持。

据省民政厅人事处（社
会工作处） 副处长姜波介
绍，未来3年内，省民政厅将

联合省委组织部、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
社厅、省教育厅5部门，支持全省1929个乡
镇(街道)分步建设社会工作服务站。

长沙民政职院获批“社工机构孵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