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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湖南攀岩国训队是个年轻的队伍，
2017年成立以来屡创佳绩，展现了强大
的潜力和实力。众多队员中，20 岁的邓
丽娟备受瞩目。

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邓丽娟斩
获一枚银牌；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
会上，她轻取速度赛金牌；今年10月4日，
在2020中国攀岩联赛总决赛女子速度决
赛中，邓丽娟以 6.745 秒的成绩，将原
6.995秒的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刷新。现在，
邓丽娟的目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

2020年连破纪录
未来瞄准2024年巴黎奥运会

“今年，教练对我的要求和期待就是
破世界纪录。”总结 10 月 4 日的神勇表
现，邓丽娟比预想的平静很多，好像早就
知道一样。

就在一周前，她和国家队的队友刚
刚先后打破全国纪录，并携手比出超过
世界纪录的成绩。

9月24日至26日，2020中国攀岩联
赛（西藏林芝）站比赛进行。25日，在女子
速度赛第二轮比赛中，邓丽娟以7.088秒
的成绩登顶，刷新了7.101秒的全国纪录。

本次比赛最精彩的一场，出现在 26
日的女子速度赛决赛中。邓丽娟和牛笛，
这对国家队的队友兼对手，上演了一场
巅峰对决。最终后者以6.819秒的成绩击
败邓丽娟的6.987秒夺冠，两人一同超越
了6.995秒的世界纪录！

遗憾的是，由于林芝站赛前未完成
所需的认证程序，当天的成绩未能被认
定为新的世界纪录。尽管连续比出好成
绩，却无缘冠军，但邓丽娟的内心有极大
收获：我可以！

果不其然，10月4日进行的2020中
国攀岩联赛总决赛中，自信强大的邓丽
娟以 6.745 秒的惊人成绩，再次超越了
6.995 秒。这一次，邓丽娟终于将自己的
名字写在了世界纪录上。

对于邓丽娟的出色发挥，中国攀岩
国家队教练张宁表示：“情理之中、意料
之外。邓丽娟具备了超越世界纪录的实
力，但状态这么好，成绩这么出色，出乎

了我的意料。”据张宁介绍，因为上半年
一直没有比赛，邓丽娟有了更多的时间
静下心好好训练，补足了短板，实力获得
了进一步的提升。

12 月 7 日，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攀
岩成为巴黎奥运会的赛会项目，其中速
度赛将是其中的单项比赛。邓丽娟告诉
记者：“2019 年，在教练的鼓励下，我逐
渐有了登上奥运会的梦想，现在就更明
确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了。”

练习攀岩是“误打误撞”
训练刻苦一个动作曾练数万次

18岁获得亚运会银牌，20岁打破世界
纪录……单看成绩，似乎邓丽娟从小就是

“挂”在岩壁上长大的。但5年前，她还只是
耒阳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女孩，攀岩与她
八竿子打不着，仅在电视里“瞄过几眼”。

邓丽娟从小好动，2014 年开启了她
的体育生涯——项目是跳远和跳高。
2015 年，湖南省体校面向全省选拔人
才，组建攀岩队。邓丽娟的同学想去试
试，她闲着没事，抱着看一看的心理，一

起来到了长沙。
仿佛电视剧里的情节，邓丽娟的人

生轨迹就此改变。
最早，邓丽娟是被省体校攀岩队教

练任文成选拔入队，2017年她又入选湖
南攀岩国训队。当年的一次比赛，邓丽娟
被张宁一眼“相中”。“当时是在电视上看
直播，印象中邓丽娟在技术动作等方面
都挺好，就喊她来国家队试训了。”

邓丽娟的攀岩生涯开始得有些戏
剧，发展也很“曲折”。刚接触攀岩时，邓
丽娟练习的是难度项目，2017年进入国
家队后转为速度项目，就此打通“任督二
脉”，越攀越高、越攀越快。

张宁告诉记者，“邓丽娟不算是天赋
型的选手，但她肯练，骨子里也有一股劲，
只要认定目标，就会一直努力。”他介绍，
有时训练强度太大，练吐是常事，但吐完
之后，邓丽娟二话不说又爬上岩壁了。

2019 年上半年，为了练习一个全新
的上墙动作，邓丽娟苦练了两三个月，一
个动作重复了数万次。邓丽娟回忆：“当
时练得太苦，甚至怀疑自己不适合攀岩，
因此还哭了好久。”

“攀”向巴黎邓丽娟：
聚焦体育湘军

冲刺冲刺20212021

这是癌症防治历程中的重要事件：
全球范围内首次承诺消除宫颈癌。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加速消
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宣告，全球 194 个
国家将携手在 2030 年实现：90%的女
孩在 15 岁前完成 HPV 疫苗接种；70%
的妇女在 35 岁和 45 岁之前接受高效检
测方法筛查；90%确诊宫颈疾病的妇女
得到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中国支
持《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将通过
疫苗接种、筛查和治疗三级防治路径，向
宫颈癌说“不”。

防治“剧本”或可重写

“有数据显示，每天有近 100人因宫
颈癌死亡。”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吴令英说。宫
颈癌是全球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全球范围内，每年有宫颈癌新发病例
50 万例左右，占所有癌症新发病例的
5%。

已有研究表明，宫颈癌发病率在地
区分布上有差异，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
家高于发达国家、农村高于城市、山区高
于平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宫颈
癌发病率几乎是高收入国家的2倍，死亡
率是高收入国家的3倍。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如果不采取进
一步行动，预计 2018 年至 2030 年期间
每年新增宫颈癌病例将从57万例增加到
70 万例，每年死亡病例预计将从 31.1 万
例增加到40万例。

然而，宫颈癌防治“剧本”也许可以重
写。

作为唯一病因明确的肿瘤，宫颈癌
可接种疫苗，是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宫
颈癌的发生，也可通过对癌前病变的检
查和处理得以有效控制。如果及时发现
并进行适当治疗，宫颈癌可以治愈。

疫苗接种、定期筛查是关键

“持续的高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是
导致宫颈癌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吴令英
表示，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能够防
止人体内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降低或
阻断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发生。

目前，进口 2 价、4 价和 9 价、国产 2
价 HPV 疫苗已在中国上市。不同类型
HPV疫苗在年龄要求、覆盖HPV病毒类
型等方面略有不同。

“但在选择 HPV 疫苗时，无需过于
纠结。”吴令英表示，HPV 疫苗均主要针
对高危人乳头瘤病毒 16、18 型，即引发
宫颈癌的主要病毒类型。由于 HPV 疫苗
具有交叉保护作用，因此如果条件有限，
可以选择先接种 2 价或 4 价 HPV 疫苗，
先起到预防宫颈癌的作用与效果。待条
件允许时，再补充接种9价HPV疫苗。

“疫苗是防治宫颈癌的第一关。”北
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谭先
杰表示，但接种疫苗并不等于一劳永逸。

一些国家经验显示，宫颈癌的发生率
在密切筛查的人群中减少了70%-90%。
因此，无论在接种HPV疫苗前，还是在接
种疫苗后，公众都应当接受宫颈癌筛查，
既避免接种疫苗后，出现感染高危型
HPV的情况，也为防治宫颈癌再建起“一
道防线”。

一旦出现癌变，患者应接受规范化的
有效治疗，包括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疗
治疗等。此外，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
更多新技术正成为宫颈癌治疗的补充。

消除宫颈癌仍有挑战

业内专家认为，接种安全有效的
HPV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患病后
尽早接受规范化治疗，是有可能消除宫颈
癌的。但我国在消除宫颈癌的道路上仍面
临诸多挑战，包括人口基数大、个人对宫
颈癌防治意识不强、区域经济与卫生水平
发展不平衡、预防与治疗条件有限等。

当前，我国适龄接种人口众多，但很
多人仍未接种 HPV 疫苗。原因诸多，有
的是因为仍未意识到 HPV 疫苗对预防
宫颈癌的重要性，有的是因为 HPV 疫苗
供应不足，未能及时接种，也有的是因为
接种HPV疫苗价格高的问题。

“预防胜于治疗。”山东省青岛市中心
医院妇瘤科主任孙丽表示，主动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的有效办法，必
须要加强妇女自我保健意识，主动接种疫
苗、定期检查等，建好预防宫颈癌的“第一
道防线”。

随着价格更具优势、供应量更为稳
定的国产 2 价 HPV 疫苗“落地”，能在一
定程度降低 HPV 疫苗价格，并缓解疫苗
缺口问题，但疫苗供应保障仍待加强。

谭先杰建议，为降低宫颈癌对我国女
性的威胁，可以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
疫计划。这是防治宫颈癌最合算的办法，
但也可能对国家财政造成压力，“可以尝
试集结社会力量，多方合作，共同推进。”

与此同时，改善基层医疗条件也是
消除宫颈癌的重要一环。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沈青松 彭甜

12 月 10 日上午 9 时 15 分，长
沙市 120 急救中心 06 号指挥调度
席 调 度 员 苏 舒 接 到 一 名 男 性 报
警，称洋湖片区某小区一位 21 岁
女孩全身乏力，动弹不得，怀疑是
煤气中毒。而该报警人在外办事，
暂时无法赶回家中，情急之下向
120 求救……

接警后，苏舒马上指挥调度洋
湖急救点派救护车赶往现场，同时
通过家属提供的联系方式，拨打被
困女孩电话，确认详细地址，了解现
场情况。“当时她口齿已经非常不清
楚了，说话都比较困难。”苏舒回忆。

“女孩一个人在家，随时有晕
过去的可能性。如果急救人员赶
到后无人引导和开门，就会耽误
宝贵的救援时间，女孩随时面临
生命危险。”有 11 年调度经验的苏
舒立即想到，要在急救人员赶去
的同时，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提前
解决好。

放下电话，苏舒立即在网络上
查询小区营销中心和物业公司。前
后拨打电话十余次，争分夺秒，终于
联系上物业公司。同时，通过多次联
系患者家属，问到了女孩家的备用
钥匙位置。当救护车抵达小区时，物
业立即引导急救人员迅速抵达女孩
家。

上 午 9 时 36 分 ，女 孩 被 成 功
解救，送往医院治疗。“我们到门
口时，就闻到很浓的煤气味，女孩
当时四肢动弹不了，非常虚弱。”
现场急救医生陈果介绍，由于救
援及时，经过高压氧舱治疗后，女
孩生命体征恢复正常，目前已康
复出院。

“冬季取暖务必注意通风！”长
沙市 120 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科宇介
绍，冬春季节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

发时期，11月以来，指挥调度中心受
理了 20 余起一氧化碳中毒报警案
例。

■知识多一点

一氧化碳中毒急救这样做
煤、天然气或者其他含碳物质

燃烧不完全会产生一氧化碳，它是
无色、无臭、无味、难溶于水的气体。
日常用的天然气中混有乙硫醇，乙
硫醇有臭味，用作天然气的警觉剂，
以警示天然气泄漏。

一氧化碳吸入体内，会与氧气
争夺血液中的血红蛋白，使氧气不
能与血红蛋白结合，导致人体缺
氧。轻者出现头晕、头痛、眼花、心
悸、胸闷等表现。如果吸入时间长，
会出现皮肤如樱桃色的潮红、冰
凉，烦躁不安、精神极度兴奋或者
错乱，呼吸困难，无力，肌肉痉挛或
者抽搐。严重时患者出现昏迷，大
小便失禁，瞳孔散大，呼吸衰竭，甚
至死亡。

判断患者发生了一氧化碳中
毒，施救者应采取以下方法进行急
救：

1.在靠近前，应评估现场环境
是否安全。如果燃气泄漏已不可控
制，请远离现场至安全区域，并迅速
报警。

2.呼叫120，并取来AED和急救
箱。

3.做好个人防护，戴防毒面具
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4.立即打开门窗通风，迅速关
闭燃气开关。

5.把患者移到通风良好、空气
新鲜的安全地方。

6.松解患者衣扣，保持呼吸道
通畅，清楚口鼻分泌物，必要时给予
人工呼吸。

7.注意保暖。
8.患者无反应无呼吸时，立即

施行心肺复苏。

120调度员教科书式操作——

21分钟解救中毒女孩

湖南日报 12月 10日讯（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耿星 陈丹）10 日上午，一
年一度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
学能力比赛现场决赛在湖南化工职
业技术学院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的 267 支参赛队伍，
将在这里展开为期两天的教学能力
比拼。

本次比赛由教育部主办，坚持“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
总体思路，引导各学校持续深化教师、教
材、教法“三教”改革，促进新时代高素质
专业化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构建职

业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良好生态。
据介绍，参赛团队分为中等职业教

育组、高等职业教育组（含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试点），针对某门课程中部分教
学内容完成教学设计、实施课堂教学、
评价目标达成、进行反思改进的能力，
评审组根据完成情况评分。

比赛评审坚持宁缺毋滥原则，各
评审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分别
不 超 过 本 组 参 赛 作 品 总 数 的 10% 、
20%、30%，一、二等奖根据决赛成绩
排序确定，三等奖根据网络初评得分
排序确定。并综合省级比赛组织情况、

全国比赛参赛情况、参赛作品和成员
资格审核情况、参赛作品获奖情况等
因素，评定最佳组织奖 9 个、最佳进步
奖 3 个。

据悉，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本次比赛不安排现场观摩。为加强比赛
宣传推广和成果转化，大赛结束后，将在
参赛作品中择优遴选 30
个优秀参赛教师团队，录
制视频公开课，并通过媒
体播出。

全国职院教师教学哪
家强？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全国职院教师来湘比拼教学能力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
者 郑旋 通讯员 章迎春）声声
景语皆情语。今天，“诗从麓山
起 诵唱新时代”——岳麓山大
学科技城（以下简称“大科城”）
麓山诗词大会在长沙岳麓山爱
晚亭举行。著名文化学者、中华
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彭崇谷及一众诗词爱好
者齐聚吟诵。

“湘江者兮，楚南大川。源于
百越，汇于长江，千里奔海，万千
风光……”彭崇谷领衔大科城管
委会工作人员深情吟诵一首《湘
江赋》，为麓山上的游人描摹出
一幅祖国大好河山的动人画卷。
改编于屈原少年时代作品的《橘
颂》，被中南大学中华经典吟唱
团齐唱、轮唱；根据湖南大学“壹
桌计划”大学生公益项目改编的

《“壹桌”之约》，道出大学生志愿
者积极参与抗疫的感人故事；还
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颜湘君创

作并指导的《唐诗里的中国人》，句句饱含
对诗词传统的热爱，令在场不少人动容。

麓山诗词大会是大科城“2020 麓山
阅读生活季”系列活动之一，前期面向高
校师生、热爱诗词文学的社会各界人士及
大科城相关企业开展抖音大赛，征集了不
少以古今优秀诗词为主体自行创作的线
上作品。据悉，大科城“2020 麓山阅读生
活季”涵盖麓山阅读论坛、麓山读书会、麓
山晒书集市、“青春悦读会”暨后湖城市书
房揭牌仪式、麓山戏剧嘉年华、麓山诗词
大会、“麓山阅读季”闭幕式暨文创设计大
赛发布会七大主题活动，令“书香大科城”
的文化氛围持续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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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2月 10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由长沙市开福区文化
旅游体育局主办的“悦读开福·幸福
北城”系列读书活动在马栏山创智
园举行，活动发布了将以亲子阅读、
红色经典阅读等开展系列读书活
动。

开福区是文化强区，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长沙
市图书馆等一批重要文化单位坐落
于此。开福区把建设“读书之城”作
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据了

解，目前该区已建成 12 家图书分
馆、7 家 24 小时智能自助图书馆、
108个社区图书室,形成了以区图书
馆为总馆,图书分馆、24小时馆为支
撑,社区图书室、民间图书馆为补充
的上下通、资源共享图书圈。市民办
理一张借阅卡，即可实现全区图书
资源的流通共享,通借通还。该区还
以图书馆为中心，成功打造了“圈圈
故事会”“神奇的图书馆”“开福大讲
堂”等全民阅读品牌活动，丰富了群
众文化生活。

开福区“悦读开福·幸福北城”
读书活动启动

12月 10日，涟源市
古塘乡中心学校，南华大
学三年级研究生梁鸿给
学生上生物课。该乡是南
华大学脱贫攻坚的定点
帮扶点，地处偏远山区，
南华大学每年通过志愿
报名与考核选拔组建一
支研究生支教队，开展支
教活动，受到当地学校的
欢迎。

曹正平 摄

研究生支教
进山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0日电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
健康司获悉，中国将全力支持世
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加速消除宫
颈癌全球战略》。这意味着，中国
将与 193 个国家携手向宫颈癌说

“不”，通过明确疫苗接种、筛查和
治疗等三级防治路径，推动全球
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

目前，中国上市的 HPV 疫苗
包括进口 2价、4价和 9价 HPV疫
苗，以及国产 2 价 HPV 疫苗。其
中，国产疫苗的上市，将为今后进
一步提升 HPV 疫苗接种率、推动
宫颈癌的一级预防提供更大可
能。

在 普 及 筛 查 方 面 ，中 国 在
2009年将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项
目列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农村
妇女宫颈癌检查工作成绩显著：
截至 2019 年，宫颈癌检查项目覆
盖面扩大到2599个县（市、区），全
国免费开展宫颈癌检查合计超过
1.2亿人次。

中国支持《加速
消除宫颈癌全球战
略》，将通过以下三
级防治路径，向宫颈
癌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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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宫颈癌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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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94个国家将携手在2030年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