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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见习记者 凌鑫 通讯员 李飞 周伟

向贫困宣战，是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又一场伟
大的人民战争。

7 月底，记者在石门县西北山区釆访了 4 位
残疾人，他们曲折而生动的脱贫致富的故事，便
是这个宏大战场的鲜活一角。

“瓷娃娃”微店带富众乡亲

7月29日，记者来到石门县三圣乡白临桥村
曾宏杰家。他父亲告诉我们，一大早，他妈妈郑继
红就抱着曾宏杰，到相邻的毛坪村刘湘稳家拍小
视频去了。

一个“抱”字，勾起了记者的好奇。
记者赶到毛坪村时，刘湘稳夫妇正在堂屋里

忙着制作纯手工豌豆酱。曾宏杰则用自拍杆一边
拍摄，一边介绍。忙活完后，刘湘稳用小勺从盆里
舀了点豌豆酱，放入曾宏杰嘴里，让他尝尝味道。
郑继红望着满头大汗的曾宏杰，既心疼又高兴。
刘湘稳妻子满是赞叹：“去年，曾宏杰帮我家在网
上就销了2万瓶豌豆酱和麦酱，真的了不起！”

这个“了不起的”曾宏杰，2岁时患上罕见的
脆骨病，只能躺着，翻身时稍不注意就易骨折。今
年 21 岁的他身高只有 80 厘米，体重不足 10 公
斤，人称“瓷娃娃”。

回到白临桥村，许多村民将手里拎来的、肩上
挑来的马铃薯、苞谷、黄皮梨、腊肉、茶油等农产
品，码放在坪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曾宏杰验货。郑
继红见状，赶紧将曾宏杰抱起，让他坐在一张小木
椅上。曾宏杰熟练地支好自拍杆，身子伏在另一张
方凳上，将这些农产品一一拍照，有的制成小视
频。很快，这些山货就出现在曾宏杰的直播间。

在一本记事本上，一组数据吸引了记者的眼
球：土鸡蛋 6 万枚、小猪仔 500 头、酸藠头 1000
瓶、山胡椒油 2000 瓶、草鞋 300 双、蒿子粑粑
8000个、麦酱1500瓶……

“去年，曾宏杰为乡亲们销出去的农产品，就
有400多万元，净赚40万元。受益的乡亲也算了
笔账，曾宏杰卖出去的产品，利润比他们平时卖
出去的高出20%。”村党总支书记游业滔介绍。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曾宏杰坎坷的人生。他2
岁时患上罕见的脆骨病，尽管父母起早贪黑，四
处求医问药，但仍改变不了孩子永远长不大的现
实。“瓷娃娃”，成了全家人心里的痛。

随着年龄增长，曾宏杰对山外的世界产生了
无限的好奇与憧憬。他父母咬牙买回一台电视
机，让曾宏杰打发时间。谁知，天资聪颖的曾宏杰
凭着声音和字幕，熟悉了很多汉字。上小学的弟
弟，一张贴在墙上的拼音表，又让他掌握了拼音
字母。大喜过望的父母，赶紧帮他买了台手机。曾
宏杰从此“醉”入网络世界，敲字、拍照，玩起来比
正常人还顺溜。

2017年，白临桥村有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办起
了淘宝店。曾宏杰也学着尝试，然而一个多月过
去，却无人问津。就在曾宏杰一筹莫展时，邻村的
网络达人谢光明找上门来。一番交流，谢光明被
他不屈的眼神震撼了。回到家，谢光明连夜写了
篇曾宏杰的励志故事，并把他的微信二维码发到
微信群。第二天，曾宏杰的朋友圈暴增400多人。
不久，就在网上销售了60多公斤土蜂蜜。

从此，曾宏杰一发不可收拾。他用这两年赚
来的10多万元，买了3台高档手机给父母、奖励
去年考上县一中的弟弟，并为家里添置了空调、
电冰箱和沙发。

2018年，曾宏杰与志同道合的本乡青年李梦
悌、宋圣银、游修文、廖伟一起，成立了湖南云谷
农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并担任法人代表。公司
成立伊始，正赶上柑橘上市，那年公司仅柑橘就
销售10多万公斤，获得石门县首届“一县一品”柑

橘电商扶贫创意大赛二等奖。去年，曾宏杰又被
评为“常德最美扶贫人物”。

如今，曾宏杰全家搬进了宽敞的新房，父亲
还在他参股的一家黑猪养殖公司帮忙打理，一家
人的生活过得甜甜蜜蜜。

“木马脚”撑起一个幸福家

7月29日，记者赶到所街乡麻纳峪村何儒家
家时，已是落日时分。何儒家的大嫂杨秋春告诉
我们，他外出收荒未归。记者就在其家新楼前的
禾坪里坐下，与他的家人拉起了家常。

讲起何儒家，他年迈的父亲不停抹泪。他父
亲说：“6岁那年，儒家患了一种怪病，双腿膝盖钻
心般疼痛，尽管我们背着他四处求医，他的双腿
还是开始萎缩，再也无法行走。”

停了一下，他父亲接着说：“儒家没上一天
学，但生性勤快好学。为了帮衬家里，他从8岁起，
就拜师学艺，修过钟表、电器，做过篾匠，打过三
棒鼓，表演过土地戏。挣来的钱，儒家舍不得花，
都补贴了家用。那时虽穷，但全家人其乐融融，最
开心的是一家人听儒家拉二胡。”

儒家的嫂子杨秋春快人快语，她忙完厨房里的
活，也搬了把椅子坐下来，打开了话匣子：“27年前，
我丈夫何儒星在山里烧木炭时，中毒倒在炭窑里。命
虽保住了，但造成脑神经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差。那
时，我感到天都塌了下来。上有年迈的公婆，下有两
个年幼的女儿，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哟！就在绝望时，
小叔子儒家拍着胸脯说：‘嫂子，别灰心丧气，这个家
还有我呢！’这不，这些年两个女儿在她幺叔资助下，
完成了学业，一个当上了医生，一个在常德市区工
作，都成家立业了。再后来，土砖屋拆了，住进了宽敞
明亮的新楼房。这些钱，大都是儒家挣来的。”

这时，何儒家驾着一辆三轮摩托，满载着荒
货驶进了院子。车刚熄火，哥哥何儒星就迎了上
去，把弟弟抱下驾驶室，然后将车上的荒货搬下
车，分类打捆。

看见记者，何儒家有些腼腆。他亮出一双布满
老茧的手，说：“我以前是用双手爬着走，很不方
便。后来，干脆自己做了副‘木马脚’撑着走，出行
时不伤手，很实用。”

说起何儒家这几十年的奋斗，村党总支书记

李杰满是赞叹：“何儒家站着、坐着、躺着都不超
过1米，可他不等、不靠、不要，硬是用一副‘木马
脚’撑起了一个幸福的家！”

应记者请求，何儒家拿出他那把心爱的二
胡，拉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乐声悠扬婉转，
令人陶醉。

肢残兄弟抱团奔小康

在壶瓶山镇长岭村，每天都可看到肢残兄弟
王均波、王均尾相互搀扶着，在猪栏里喂猪、在田
地里耕作的身影。

7 月 29 日，记者沿着一条水泥村道，来到这
对兄弟家。一位拄着拐杖的汉子，正站在坡上向
远处眺望。镇党委副书记周伟介绍，这位就是失
去左腿的王均波。

王均波将记者带入厅房，解释道：“今天一大
早，弟弟就搭车到镇里帮我卖猪仔去了。按理说，
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一杯茶工夫，一辆农用三轮车驶进了庭院，
从车上下来的正是王均尾。他接过哥哥递过来的
凉茶，几大口就见了底。“哥，你猜，猪仔卖了多少
钱？”“不知道。”“你想不到吧，15 头猪仔，每头
1500元，一共卖了22500元。”望着汗流浃背的弟
弟，王均波连声道：“大热的天，兄弟你受累了。”

“亲兄弟，明算账。”说这话的，是兄弟俩的父
亲王胜南，“记者同志，我这两个儿子成家后，虽
说自立门户，收入分账核算，但在养猪、销售上，
特别是田土管理上却不分彼此，相互帮衬。这么
多年，兄弟俩从未红过脸。”

说起两个儿子，王胜南滔滔不绝：“那时候，
家里穷，致富无门，兄弟俩只好外出打工。先是均
尾做工时，右手被电机卷伤致残，至今钢板还没
取出。后来均波在做陶瓷时，左大腿被卷扬机搅
断，造成高位截肢。”

“我当过多年的村民小组长，深知天不养懒
汉这个理，鼓励两兄弟要自强。好在均波脑子灵
泛，又见过世面。2007年，他开始养猪，虽经历了
一些挫折，但总算摸索出了门道，年出栏生猪上
百头，成为村里的致富能手。我和老伴住的楼房，
比城里人的别墅还舒适。”王胜南说。

“从 2017 年开始，均尾也养起了猪。在哥哥
手把手指导下，当年就赚了 8000 多元。现在，他
每年出栏生猪近50头，加上卖猪仔的收入，早就
进入了小康。”王胜南说。

长岭村党支部书记田祥燕对王均波、王均尾
兄弟佩服不已：“按理说，这两兄弟都是残疾，享
受优惠政策应当优先。然而，每当镇村要给予照
顾时，都被他们谢绝了。”

田祥燕接着说：“兄弟俩成为村里的致富典
型后，没有忘记帮扶贫困群众。凡是自家母猪繁
育的小猪仔，都平价卖给乡亲，从不多赚一分钱。
王朝广是村里的贫困户，去年从兄弟俩手上进了
10多头母猪后，今年已出栏猪仔12头，年底预计
又可出栏猪仔60头、生猪100头。王朝广脱贫摘
帽不用说，进入小康也是铁板钉钉的。像王朝广
这样的贫困户，兄弟俩已帮扶了20多户。现在，村
里有四分之三的农户靠养猪致富，进入了小康。”

离开长岭村时，记者不由感叹，有这样一群
不屈不挠的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乡村的明天一
定会更美更好。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沙丽娜 宋珑

正常人心脏位于胸腔内的左侧，
而39岁吴先生的心脏却长在右侧。

这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畸形，发
生率百万分之一。他们的心脏、肝、
脾、胃等器官位置左右对调，犹如镜
中影像，被称“镜面人”。

8 月 5 日，湖南日报记者从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获悉，该院心血管外
科刘立明教授团队成功实施“镜面右
位心脏瓣膜病合并房颤行双极射频
消融迷宫IV手术”，治愈了全球罕见
的“镜面人”吴先生多年的心脏病。目
前，吴先生心律已恢复正常，可以正
常吃饭、活动，不日即可出院。

吴先生是在一次喝醉酒后，在医
院检查发现心脏长在右侧，而且患有
心脏瓣膜病合并房颤。

起初，吴先生希望通过药物保守
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越来越
严重，稍一活动便出现疲乏、胸闷、心
悸、呼吸困难。当地医生说心脏在右
边，手术风险大、难度更大，建议找权
威专家手术。

7 月 9 日，吴先生慕名来到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经过详细检查，
吴先生被诊断为：镜面右位心并内脏反位，二
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阵发性心房
纤颤，心脏扩大，心功能III级。

“只有通过外科手术进行二尖瓣和三尖
瓣修复，并利用双极射频消融行迷宫IV手术
消除房颤，才能治愈吴先生多年的心脏病。”
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刘立明教授介绍，迷
宫手术属于难度最高的心脏IV类手术，而且
吴先生的心脏长在右边。

一般情况下，医生做手术都习惯某一种
方向，或者某一种解剖的操作。但吴先生的心
脏结构是逆向，医生手术犹如“开倒车”，大大

增加了手术的实施难度。
此前从未有过类似手术及经验文献

报道，手术团队如何设计手术方案及
迷宫消融线路？

“现在3D打印技术日趋成熟，是
不是可以将患者心脏的实际情况，先
通过 3D 模型打印出来，进行体外模
拟实验？”该院心血管外科宋珑医师
提议。

随即，刘立明教授团队与医院影
像科、麻醉科、手术部等经过多学科
会诊，通过将医学数字成像和通信数
据进行转化和建模，用柔性树脂材料
对吴先生的心脏进行全真 3D 打印。
一连好几天，团队成员一有时间就在
3D打印的“心脏”模型上进行消融线
路及手术方案设计、模拟操作。

“这种感觉，就像习惯了右手写
字，突然变成用左手写字，难度不亚
于每次操作都要进行一次‘脑筋急转
弯’。”该院心血管外科罗成医师回
忆。“手术的前一天晚上 11 点多，团
队成员还在反复模拟、演练，这样的
反复练习也提高了我们对罕见镜面
右位心结构的认识和迷宫IV手术的
精准把握。”

7 月 24 日，在麻醉医生、手术护
士等的配合下，主刀刘立明教授站
在常规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反位，
即患者的左侧，用“镜面”原则进行

手术思维和反向操作。经过 4 个小时紧张细
致操作，手术顺利完成。术后，吴先生心功能
恢复良好并转复为窦性心律，生活质量显著
提高。

好消息是，虽然“镜面人”内脏错位，但并
不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吴先生心律已恢复
正常，术后半年内还需要服用抗凝药物，之后
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据悉，经中南大学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
站检索，这既是世界首例镜面右位心瓣膜病
合并房颤行双极射频消融迷宫IV手术，也是
3D 打印技术首次应用于辅助镜面右位心行
双极射频消融迷宫IV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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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阳仑 刘敏学）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发布消息称，预计 8 月份我省最大用电
负荷将达3400万千瓦，超出湖南电网最大供
电能力。

进入 8 月以来，短短 5 天内湖南电网最
高用电负荷 4 次刷新历史纪录。截至目前，
最高负荷达到 3332 万千瓦，较去年最高用
电负荷增长 315 万千瓦，增长 10.44%；省内
大型水、火电机组均已开启，西北、三峡等外
来电力满功率送湘，湖南电网供电能力已达
极限。

根据省气象台天气预报，全省大部分地

区今明两天平均气温保持在36℃以上，预计
全省用电负荷将保持高位运行，有可能超出
湖南电网最大供电能力。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表示，目前，
全省各级供电部门均加强了高温高负荷情
况下供电保障与应急处置力量，在已累计
投入超过 2.9 万人次进行保电的基础上，再
新增抢修驻点 33 个，增加抢修人员 721 名，
储备抢修队伍 200 余支，为居民和企业及
时提供各类用电服务。如果用电负荷持续
走高，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我省部分
时段将根据电网供电能力，采取有序用电
措施。

湖南电网供电能力达极限
用电负荷继续走高，或将启动有序用电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罗坤

8月5日傍晚，在怀化市郊，国网怀化供
电公司电工廖岽权，开始对阳塘变电站检修，
尽管异常闷热，满身汗水的他始终一丝不苟。

在高温中奋战保电一线的，目前全省超
过4万名电力员工。

当前，湖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飙升，供电
能力已达极限。维护电力设备和线路，排除用
电故障，是当前保障电力供应的重中之重。

烈日下的火眼金睛

“变压器 50.8 摄氏度，熔断器桩头 57.8
摄氏度。”8月4日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新桥
供电所对 10 千伏老沙线进行巡视。正午 12
时巡查到 154 号电杆，所长张云一边观测电
杆运行情况，一边记录同事报出的测温结果，
汗水从他们脸颊不住滚落，落地瞬间蒸发，不
留丝毫印记。

“越是高温高负荷，越不能出现纰漏。”张
云说，10千伏老沙线是承担张家界市人民医
院、张家界西（高铁站）、张家界古庸城等重点
地区用电供应的重要线路，不及时消除缺陷
或隐患，可能引发严重停电事故。

张云和同事们盯住老沙线上每一个支线
杆塔、断路器、分接箱、配电箱，到下午3时，
已精准地发现了变压器渗油、绝缘垫老化等
5处隐患。

“保电不但要有‘铁脚板’，经得起山路奔
波，更要在大日头下练就‘火眼金睛’，洞察出
线路和设备隐患。”张云说着一把抹掉眼帘上
的汗水。

据了解，为防范故障，我省已累计投入约
3万人次对供电线路、重负荷设备进行特巡，
应对高温考验。

在热浪中“蒸桑拿”

“真厉害！没停一秒电，故障就修好了。”7
月 30 日，岳阳水果市场摊主杨明雄赞不绝
口。

当天 11 时 30 分，岳阳水果市场供电线
路出现故障。为不影响市场经营，必须实施带
电作业。国网岳阳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电工
黄波、方翔穿上覆盖全身且厚实的绝缘服，进
入绝缘斗臂车，升到10米高空作业。

近40摄氏度高温下，穿着比雨衣还密闭
的绝缘服，在火辣辣太阳下干了1个多小时，

故障消除了。黄波、方翔的工作服早已湿漉漉
地紧贴在背上。“就当蒸桑拿，到下一个抢修
点，衣服肯定能干。”

“迎峰度夏，我省加大带电作业力度。”
国网湖南电力新闻发言人陈浩介绍，今年
以来全省已实施 10 千伏配网不停电作业
2809 次，累计为用户多供电量 7136.24 万
千瓦时。

针对不能开展带电作业的故障点，供电
部门尽量将抢修时间安排在用电低谷时段，
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用电影响。

8月1日凌晨1点，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组
织突击队对110千伏桂杨进行消缺。夜深人
静，虽无烈日暴晒，但高温仍让人如处蒸笼。
经过两个半小时奋战，消除故障，抢修人员个
个汗流浃背。

据统计，入夏至今，湖南电网已消除缺陷
3000余条。

不分昼夜的“电保姆”

8月4日，衡东大浦镇大泉村村民陈恢金
打电话要求为抽水机安装排灌表。仅半个小
时，17公里外的国网衡东供电公司大浦供电
所就派人赶到陈恢金家，挂表、放线、接线、检
测……马不停蹄干起来。

“现在正是水稻抽穗期，不敢耽误农时。”
大浦供电所电工刘春平说，7月以来，每天除
了巡线、抢修外，供电所电工们抓紧时间下
乡，免费为农民安装排灌表，目前已安装表计
456块。

不止工作时间，下班后保电人依然“在
线”。

8 月 3 日晚上 19 时，湘西泸溪供电公司
洗溪供电所台区经理张宗清已经下班，突然
接到电话，梁家潭乡二组覃朝要家停电了。张
宗清挎上工具包火急火燎赶去，半小时后解
决问题。

不到 20 分钟，电话又响了，梁家潭乡政
府驻村扶贫工作队发生用电故障。张宗清调
转摩托车头赶去。

21点45分，走在回家路上的张宗清又被
人拦住了，一户居民家电线起火……

8 月 4 日凌晨 0 时 11 分，张宗清终于回
家。

“酷暑中有担当，用汗水守清凉。”国网湖
南电力新闻发言人陈浩告诉记者，进入夏季
用电高峰，供电部门全天提供保姆式服务保
障居民和企业可靠用电。

用我挥汗如雨 守你清凉一夏
——国网湖南电力战高温斗酷暑保用电纪实

7月22日，石门县壶瓶山镇长岭村，王均尾（右）搀扶着哥哥王均波前往养猪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下图:7月23日，石
门县三圣乡毛坪村，
刘湘稳将辣椒递给直播
的曾宏杰品尝。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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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石门县所街乡麻纳峪村，何儒家
靠手持“木马脚”行走。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