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首例免疫缺陷病——慢性肉芽肿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梁辉 贺俊）我省首例免疫缺陷
病——慢性肉芽肿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成功，在移植病房经过25天的治疗，10
岁的患儿吉吉今天顺利出仓，转入湖南省
人民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隔离病房。

吉吉来自泸溪县，一出生就体弱多
病，经常感冒、发烧、肺炎，曾多次因严重
的肺部感染入住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呼
吸科病房，生长发育也严重滞后于实际
年龄。尽管医务人员一直怀疑吉吉所患
的是一种名叫慢性肉芽肿的疾病，但因
其病情十分复杂，多次基因检测都未能
确诊。直到 2019 年 1 月，医院为他联系

了广州的一家医疗机构再次进行相关基
因检测，才最终确诊他患的就是这种发
病率仅为 1/20～25 万的罕见免疫缺陷
病——慢性肉芽肿。

省人民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主任贺
湘玲教授介绍，慢性肉芽肿是由于基因
缺陷引起的吞噬细胞功能障碍而导致
的一系列症状，主要表现为反复严重的
细菌真菌感染、炎症反应失调所致肉芽
肿形成及其他炎症性疾病。该疾病导
致机体抵抗力下降，需长期应用抗生素

（尤其是抗真菌药物）预防和治疗感染，
目前惟一根治的手段就是造血干细胞
移植。

幸运的是，吉吉与 14 岁的同胞姐姐
璐璐配型成功——全相合。经过湖南省
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及外请专家江华教授
一起反复多次讨论，最终决定于 2019年
12 月为吉吉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
吉吉以顽强的生命力，冲过重重难关，在
移植后第 11 天，血象逐渐上升，检测提
示“植入成功”。

贺湘玲介绍，吉吉不久就可以出院，
但仍需定期回医院进行监测和药物调
整，“免疫重建需要大约半年时间，在这
之前，任何一次严重的感染都会严重威
胁孩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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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做好红色文章 赓续红色基因
道县是湖南省革命老区，是湘江战役中央

红军的集结地、决策地和命令发布地，湘江战役

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陈

树湘师长“断肠明志”的英勇壮举就发生在这里，

“英勇坚决，为女共产党员之杰出者”的何宝珍也

出生在道县。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考证，中国工农红

军经过了道县 90%的乡镇，留存的主要有陈树

湘烈士墓、陈树湘牺牲地、葫芦岩红军渡、高明

桥战斗遗址等38处红色资源。

近年来，道县始终坚定文化自信，深入贯彻

文化强县战略，紧紧依托湖南革命老区和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用心讲好红色故事，大力

弘扬红色精神，红色文化保护和红色基因传承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道县是湖南省8个红色文

化重点县之一，是永州市唯一被列入国家“重走

长征路”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的县（区），陈树湘烈

士墓被列为湖南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获批湖南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湖南省党性教育基地。

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大创建工程”

高站位打造红色基地。道县精心组织，坚

持把加强陈树湘“断肠明志”红色基地建设作为

一项重大工作深入推进，以打造全国著名党建

研学旅游目的地为目标，以打造省内外知名的

红色文化品牌为抓手，精心整合资源，着力打造

精品。成立以县委书记为指挥长、县长为常务

副指挥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强力推进全县红色

文化保护和红色基因传承工作，确保高标准打

造红色文化品牌，确保把道县打造成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重要节点。精心策划，坚持连点成线、

拓线成面工作思路，充分整合烈士纪念园与全

县的红色资源、历史传统文化，积极申报全国党

性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心建设，

围绕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级党性

教育基地、国家长征文化公园、创 5A 景区工作

目标，按照“站位高、创意新、全力抓、推进快”总

体要求，加大红色文化建设投资力度，逐步完善

红色文化软硬件建设。近年来，累计投入近

4000万元，建成革命烈士纪念碑、地标保护建设

项目，用70天时间高质量完成陈树湘烈士墓迁

移及纪念园建设工作。

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大创建文章”。由该县

县委组织部牵头，创建打响“断肠明志 绝对忠

诚”红色教育培训品牌。以陈树湘烈士故事为

依托，充分发挥道县烈士纪念园和陈树湘烈士

生平事迹陈列室作用，积极探索开展“十个一”

的培训模式，即：穿一套红军服、举行一次庄严

祭奠仪式、上一堂党性教育课、唱一首红军歌、

看一场红军战斗影片、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走一

次红军长征路、吃一次红军餐、开展一次体验教

育活动、写一篇体会文章。由该县县委宣传部

牵头，大力申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党性教育基地、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道县段）、第四批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等项目。充分利用好全县红色资源，以革

命英雄纪念园、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何

宝珍故里为核心，全力打造以“牢记使命、忠诚

担当”为主题的红色教育阵地群，并整体打包呈

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全国党性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

基地、学校红色育人实践基地等。

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大教育工程”

准定位传承红色精神。道县紧扣传承“断

肠明志”精神，深入挖掘英雄事迹背后的故事，

推动陈树湘“断肠明志”精神代代相传、泽被后

人。该县还打造红色阵地，大力弘扬以陈树湘

“断肠明志、绝对忠诚”为核心的道县红色文化，

积极打造以陈树湘烈士纪念园为代表的红色阵

地。成立陈树湘烈士纪念馆，组织开发《断肠明

志铸忠魂》《绝命铸忠魂》《三湾子弟韩伟将军》3

堂微型党课。

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大教育工程”。由县委

办牵头，重点结合县处级领导干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全县领导干部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由县教

育局牵头，实施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以传承陈

树湘烈士精神为核心，把烈士精神教育纳入教育

体系，开展“童心向党、经典传承、未来梦想”等一

系列教育活动，帮助广大中小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在全县所有中小学校开设红色教育

课程，做到每周确保有一节红色文化辅导课。

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大保护工程”

全方位宣讲红色故事。道县借助媒体平台

宣讲，加强与主流媒体对接，做好赓续红色基因

宣传报道工作。2019年6月起，30余家中央、省

市主流媒体，200余名记者到道县集中采访报道

红色文化，重点关注红34师及陈树湘的英勇事

迹。其中，6月27日－30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壮

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中央

媒体主题采访团来道县深度报道红色文化。在

全县主流新闻媒体主要版面统一开设“红色文化

品牌建设”专栏，在县电视台开设“道县红色文

化”专题节目，全方位宣传推介红色文化，不断提

升红色文化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创作文艺作

品，坚持以创作红色文艺作品再现先烈英勇事

迹，讴歌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红色故

事”更加深入人心。先后创作《红军墙》《后卫师

长陈树湘》等文艺影视精品，出版发行《工农红军

过道州》《魂断潇湘——陈树湘将军》等乡土读

物，邀请省内外专家创作电影剧本《后卫师长陈

树湘》，制作动漫片《断肠明志陈树湘》，组织拍摄

《陈树湘“断肠明志”铸忠魂》现场教学专题片，入

选“湖南省首批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精品课”。

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大保护工程”。由县文

旅广体局牵头，突出抓好红色文物点保护及纪

念设施建设项目。道县已启动《道县红色文物

点保护及纪念设施建设项目》；编制完成了《道

县红色文物点保护及纪念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主要建设县域内38个红色文物点，

目前已立项，并报国家财政部审批。葫芦岩乡

村红色旅游景点投入 300 余万元，完成了项目

规划设计，建好了红军渡口浮桥、红 34 师阻击

阵地纪念设施、红军食堂、游客接待服务中心等

相关设施。

2019年以来，道县已成为了全省党性教育

的一片沃土，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和永州市委等机关单位

深入道县烈士纪念园参观学习、践悟初心。开

园运行以来接待各级党员干部、各地游客达 20

万人次，其中，接待党政机关党员干部 1000 余

批次。

“保护好、利用好道县的红色资源、红色旅

游景点，把红色旅游景点建设成为传播红色故

事、发扬红色传统、赓续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

让红色基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是时代所需、党

心民心所向。各地要深入挖掘红色旅游景点资

源，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和活动形式，积极创新展

示载体手段，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让

红色基因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生根发

芽、生生不息、发扬光大！”道县县委书记吴恢才

如是表示。 （盘 林 王光雄 谢万波）

道县烈士纪念园。 （本文图片由盘林提供）

何宝珍烈士故里。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 计

债务人名称

湖南洞庭珍珠开发有限公司

洪元植物叶蛋白开发公司

沅江市纺织材料公司

沅江市键业电子有限公司

沅江市绳网厂

沅江市安康纺织有限公司

沅江市丰康养殖科技有限公司

沅江市汇丰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发康公司

四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龙虎山机制砖瓦厂

本金

5,000,000.00

2,100,000.00

240,000.00

240,000.00

990,000.00

355,536.87

179,439.70

538,052.00

300,000.00

50,000.00

45,000.00

10,038,028.57

欠息（含利息、罚息、复利）

6,108,225.00

2,919,987.80

299,484.00

284,914.80

2,577,606.50

625,464.91

304,062.99

983,698.95

1,349,625.00

262,425.60

125,560.80

15,841,056.35

本息合计

11,108,225.00

5,019,987.80

539,484.00

524,914.80

3,567,606.50

981,001.78

483,502.69

1,521,750.95

1,649,625.00

312,425.60

170,560.80

25,879,084.92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根据湖南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

权转让安排，湖南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包括但不限于

保证权力、抵押权、质押权等），依法转让给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沅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

算主体。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

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

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

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

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湖南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入园路65号

联系人：夏先生

联系电话：0737-2721130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

路3号财信大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731-85196839

2020年1月7日

湖南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及垫付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本公告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等。如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3、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贷款本息余额截至2019年11月30日，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南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公告资产清单

清风明月解相留
——刘云艺术作品展侧记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瑞丰)今天上午，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向勇志来到住院部，看
望病人郑丽。躺在病床上的郑丽在手机
上看家里小宝宝视频，脸上洋溢着幸福。

“幸亏医院技术高超，不然我家小宝
宝没满月就见不到妈妈了。”在旁照料的
丈夫黄辉感激地对向勇志说。黄辉介
绍，他们是安乡人，2019年11月底，郑丽
生下二胎后在家坐月子，因腰部胀痛发
热，到当地医院住院治疗。11月 29日下
午，郑丽突然呕吐不止，心跳骤停。医生
持续抢救2小时后，其身体各类指标仍然
恶化，生命危在旦夕。当地医院向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求助。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即派出专家

团队，赶赴安乡县指导抢救。经会诊，郑
丽患的可能是暴发性心肌炎。这是心肌
炎最危重类型，以严重心律失常、心力衰
竭或心源性休克为主要特征，死亡率极
高。

经用常规药物及设备治疗，郑丽病
情仍未稳定，心脏随时可能再次停跳，迫
切需要“人工心肺”体外膜肺氧合仪(EC-
MO)支持治疗。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当
晚迅速派出第二波医护人员，携带 EC-
MO 设备赶来安乡。随着机器运转，12
月 30 日凌晨 5 时许，郑丽生命体征暂时

稳定。
考虑后续治疗需持续 ECMO 辅助，

郑丽被转至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医院成立多学科协作特别救治小组，安
排专家和特别护理人员抢救。目前，郑
丽已脱离生命危险，撤除了“人工心肺”
体外膜肺氧合仪等设备，生命体征基本
平稳，预计春节前可出院。

据介绍，ECMO 技术是国际公认的
顶级急救技术。就是当人的心肺功能发
生急性衰竭时，使用 ECMO 进行体外循
环，代替心肺功能，维持人体脏器正常氧
气血液供应。目前，常德市第一人民医
院是当地唯一掌握ECMO技术的医院。

“人工心肺”救下二胎妈妈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何梦君
徐典波

岳阳的山、岳阳的水、岳阳的明
月、岳阳的少女……哪里能瞬间看
尽？刘云的画里。

1 月 3 日，岳阳市美术馆新馆开
馆展暨“清风掠过——刘云艺术作品
展”开幕式启动，众多专家学者、市民
游客涌上南湖之滨螺丝岛，一睹著名
画家刘云画中的灵山秀水、妙人浓
情，享受着一股画艺清风拂过岳阳城
的无尽美意。

刘云是岳阳人，历任中国美术家
协会第五、六、七、八届理事，湖南省
画院原院长。此次展览的画作分为

“清风掠过”“空谷回音”“梦里溪声”
“异域疏影”“静水无声”5 个板块，囊
括了他多年来创作的精品，展现了他
在艺术创作上的探索、创新历程。

“清风明月解相留。琴声万籁
幽。”步入一楼展厅，凝神欣赏，发现
灵山秀水之美从每一幅画作中扑面

而来。只见“夕阳无语山更静”系列
作品中，山峰静静地伫立，青草微微
地摇曳，旁边的古木肃穆，一切笼罩
在夕阳下；“疏烟淡日水无声”系列作
品中，云烟朦胧，月色氤氲，溪水无声
地流淌……此情此景，与窗外南湖的
石桥、柳树、湖水相映成趣，让人内心
瞬间静了下来。

看刘云的画作，看的是洞庭湖的
水、君山的峰、岳阳楼旁的树……驻
足细看，但见浓墨重彩的枝丫、低矮
青翠的山坡、空灵梦幻的烟云，故园
的山水草木在画中一一跃动，看着看
着，对乡土的眷恋之情油然而生，心
中陡然升起一种浓浓的乡愁。

上二楼展厅，“异域疏影”“静水
无声”2 个板块的画作，让人怦然心
动。少女、小船、月光、湖水……给人
一种纯净、和谐之感。《月魂》《那只小
舟》《在船舱寻找东西的小女孩》……

每一幅的要素都很简单，没有铺排，
也看不出刻意凸显什么。现场，一位
中年女子站立在作品《夏夜》前，望着
画中象征青春、理想与美的少女发
呆，久久不肯离去。少女的青涩和中
年女子的优雅，此时仿佛融为一体。

研讨会上，《中国美术报》社长、
主编王平不吝对刘云作品的夸赞：

“刘云画作特点之一就是‘暖’。他画
中的故乡是温暖的、温馨的，意味着
他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

“我是临湘人，看刘云老师的画，
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每一棵树、
每一座房子、每一方池塘……都那么
熟悉、亲切，宛若置身于无忧无虑的
儿时，内心很宁静、温暖。”长沙师范
学院副教授袁品良特意从长沙赶来
看画展，向记者表达看展的愉悦心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