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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上午，武汉市中医医院
汉阳院区住院部 11 楼脑病科病房。
一位身着便装的阿姨熟练地穿梭于病
区，刷洗微波炉、打扫茶水间、清扫医
护办公室，俨然医院的保洁员。

其实，她是一位患者的母亲。3个
多月以来，她不顾劝阻做的这一切，只
是为了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

60岁的陈真华家住汉阳。今年 3
月，天有不测，35 岁的儿子陈鹏胸闷
背痛，一查竟是心脏主动脉夹层。这种
病死亡率超过 90%，庆幸的是，陈鹏
的命保住了，但脊髓损伤导致双下肢
截瘫。医生坦言，行走的希望渺茫。

长时间卧床，陈鹏患上褥疮，后腰
处烂了一个鸡蛋大的窟窿。听说武汉
市中医医院疮疡科能治，陈真华慕名
前往，果然几次换药后，褥疮明显好
转。喜出望外的她索性将儿子转到该

院，边治疗褥疮，边接受康复治疗。
没想到，这次住院不仅让陈真华

感到暖心，更点燃儿子站立的希望。
原来，陈真华离异多年，一直靠做

家政度日，生活清苦。儿子生病期间，
三次下达病危通知，可前夫始终不肯
露面。18万元的手术费用无疑是个天
文数字，陈真华花光所有的积蓄，债台
高筑。

得知情况后，武汉市中医医院的
医生护士对母子俩格外照顾，总会把
家里的饭菜、水果带给他们。遇到病患
需要买饭、护理或者洗衣服，护士们总
会把陈真华介绍过去，帮她赚点劳务
费。担心陈真华身体吃不消，只要病房
有空余，护士长尽量不往他们病房安
排新病人，以便陈真华能在病床上睡
个安稳觉。陈鹏体重 120 公斤，身材
娇小的 3 名护士每 4 小时给他翻身

一次，从无怨言……
8 月 15 日，陈真华这一辈子都不会

忘记这一天。在通过针灸中药治疗 4个
月之后，陈鹏在脑病科医生的鼓励下，第
一次站立了 3秒钟。当时，陈真华喜极而
泣。

打那之后，陈真华每天义务打扫
病区。面对医护人员的劝阻，她总说：
“你们用 4 个月就让我儿子站起来，
对我们母子这么关爱，我万分感激。你
们总说这是你们该做的，我也觉得打
扫卫生是我该做的，就让我做吧！”就
这样，陈真华坚持做了 3 个多月的编
外保洁员。

如今，陈鹏借助器械能站立、行走一
两个小时。每当儿子多迈出一步，多站立
一秒，陈真华都会用视频拍下来，发给医
生和护士，并加上声声“谢谢”……

湖北日报

为报医院恩情 患者母亲客串保洁员

3000 多年前,位于商周边陲的宁
夏彭阳县新集乡路网纵横,铸铜作坊、
制陶作坊中烟火冲天,匠人挥汗如雨,
满载货物的客商从远方归来……华夏
文明与戎狄文明在这里交汇融通。

今年 4 月,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
遗址的发现, 让封存了 3000 多年的
热闹景象再次呈现于世人面前, 其中
西周早期诸侯级别墓葬的发现使墓主
人的“生活圈”逐渐浮出水面。

记者在现场看到, 整个墓葬口小
底大,呈甲字形,墓道通长 20 米,墓
室中棺椁已腐朽, 墓主人残存的尸骨
和陪葬车辆轮廓清晰可见。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认为, 从出土
的文物来看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虽
然目前尚无铭文证明大墓主人的具体
身份, 但西周早期带有墓道的墓葬一
般为诸侯级别。

遗址墓葬区还发掘出马坑 3 座、
车马坑 1 座, 埋葬马匹 2 至 12 匹不
等,马匹尸骨清晰完整,车马坑内的 4
辆车拆卸放置,车轮轮廓清晰可见。此
外,出土的銮铃、泡饰等铜车马器和绿
松石、玉璧、玛瑙等珍品虽锈迹斑斑,

但保存完好。这些都显示出墓主人地
位显赫。

通过这些精美罕见的出土文物,
可见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 生前生活
十分奢华。专家认为,虽然被盗严重,
但出土的文物大多产自外地, 都是流
通而来,可以推断,墓主人与当时的中
央王朝联系紧密, 这也反映了西周时
期稀缺资源的大范围输送和调剂。

然而,墓葬、马坑、车马坑所在的
墓葬区只是占地 60 多万平方米的姚
河塬商周遗址的一部分。经考古钻探
发现,遗址内还分布有墓葬、祭祀坑、
铸铜作坊、制陶作坊、池渠系统、路网
等遗迹。从出土的陶片、青铜车马器等
判断, 该遗址从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
中期。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墓葬区被
部分发掘外, 遗址的其他部分仍掩埋
在农田、村庄、道路之下。

近日, 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等单位的 8 名考古专家来到发掘
现场进行论证, 认为该遗址的发掘是
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对

研究周文化的起源和形成以及西周王朝
建立后对西部边缘地区的控制管理模式
等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过去
发现的西周遗址基本只有墓地, 姚河塬
商周遗址保存如此完整,十分罕见,是了
解西周社会非常难得的机会。南京大学
教授水涛则认为, 姚河塬商周遗址可能
是一处未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周封国所
在。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姚河塬商周
遗址文化内涵丰富, 不仅有西周文化遗
存,还可以观察到商文化、寺洼文化等,
说明多族群广泛的交流和联系。

姚河塬商周遗址考古队队长马强
说,下一步,考古队将通过进一步发掘,
全面了解遗址中铸铜作坊、陶器作坊、壕
沟等遗迹的具体构造, 并加强对遗址的
保护。

据了解,彭阳县位于六盘山脉东侧,
境内的红河为泾河支流, 是东西文化交
流传播的重要通道。该流域自史前以来
文化遗存丰富多样, 流域内大量分布的
西戎墓葬是探讨周戎、秦戎关系的重要
区域。 新华社

宁夏发现商周大墓 封存 3000 多年的古代景象呈现世人面前

12 月 5日是第 32 个国际志愿者
日，也是河源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
队连平分队(以下简称“连平县无偿献
血志愿者分队”)成立 1周年。当天上
午，该县 350 多名志愿者在连平县城
踊跃参与无偿献血，其中有一位献血
达人已经坚持无偿献血长达 18 年，
他就是连平县城一名普通的个体医
生、连平县无偿献血志愿者分队队长
曾繁炼。

据连平县卫生局原办公室主任麦
少凡介绍，近年来曾繁炼在河源及其
他省、市的无偿献血量超过 45000 毫
升，献血次数至今已超过 110 次。

第一次输血救活大学同学

麦少凡告诉记者，往来各地参与
献血，曾繁炼在无偿献血这条路上已
走了 15000 公里。2016 年，曾繁炼因
积极参加无偿献血而被评为“河源好
人”。

“无偿献血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曾繁炼称，他觉得救人性命比做什么
都有意义。这种朴实的念头，让他坚持
无偿献血了 18 年，由此挽救过 17 人
的重危生命。谈及无偿献血一事，曾繁
炼极少主动向他人提及这些事，只有
锁在抽屉里一本本献血证书见证着他
多年来的献血历程。“只要严格控制
献血次数和献血量，参与无偿献血不
会有损健康，平时献血后只要坚持散
步，清淡饮食、多休息和多喝水，我觉
得是人生一大乐趣”，曾繁炼说，他现
在每年都会坚持一年 2 次的无偿献
血，另外每年坚持 10 余次的血小板
捐赠与采集。

曾繁炼说，他第一次参加无偿献
血是在 1999 年，当时他在湖南长沙
上大学的同学出了车祸，生命垂危。经
检验后，他的血型符合标准，曾繁炼当
即献了 300毫升血。看着自己的血输
进同学体内，生命迹象正在一点一点
地恢复，他当时感觉太开心了。从这以
后，曾繁炼就开始走上了无偿献血之
路。每次参加无偿献血，曾繁炼都是自
费乘车前往，平时他还经常鼓励身边
的朋友也去参与无偿献血。

无偿献血超过 4.5 万毫升

去年，曾繁炼在连平县城建立了
一个“连平献血者之家”微信群，并于
当年 12 月 5 日成立了连平县无偿献
血志愿者服务队，当年有 150 多名连
平籍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加入，改变了
过去连平县临床用血稀缺的现象。如
今，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连平县无偿
献血志愿者服务队如今已有 350 多
人参与，只要河源市中心血站有应急
用血，曾繁炼都会带志愿者参加应急
献血活动。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无偿献血，
我的身体依然健康。”曾繁炼说，他的
家人也由最初的担心和不同意，变为
现在的积极支持态度。在每个双休日，
曾繁炼总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无
偿献血，他告诉献血志愿者，献血不会
有损身体健康，半年献一次血，能提高
骨髓的造血功能，降低血脂，预防心脏
病，减少癌症发生率。

曾繁炼不仅在河源境内参与无偿
献血，近年还走出市外参与无偿献血，
如今包括在深圳、广州、东莞、湖南、江
西等地，曾繁炼的无偿献血已超过了
4.5 万多毫升。2003年至今，曾繁炼每
年都获得无偿献血国家级金奖、广东
省金奖和市级金奖。

在曾繁炼的带领下，今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连平县无偿献血志
愿者的献血总人数已达到 1609 人、
献血总量 524750 毫升，其中 11 月连
平县参与无偿献血就有 145 人、献血
量 50900毫升。

广州日报

献血达人 18年无偿献血 4.5 万毫升
次数超 110 次

12 月 6 日，游客在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欣赏冰挂彩虹景观。近日，受持续降温天气影响，黄河干流晋陕峡谷滴水成
冰，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相继出现流凌冰挂景观，晶莹剔透的冰凌与瀑布上空飞舞的彩虹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吸引的众
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吕桂明 摄

违章罚款，考试报名费、学费，水、
电、燃气、通讯等，都可以通过全省统
一的公共支付平台，动动手指完成缴
费。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从明年起，我
省将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省统
一公共支付平台”，更好地满足社会公
众自主、便利地办理政务服务缴费、非
税收入缴款和公共服务支付的需求。目
前，公共支付平台主体系统建设已经完
成，并与省级和 10 个市级的“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实现了对接试运行。

不少车主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好
不容易挤出时间去交警队接受违章处
理后，还要再到银行排长队缴罚款，有
的甚至被推介办理新的银行卡或者开
通“网银”……类似情形，也时常发生
在缴纳其他类罚款、收费、基金上。

怎样才能既方便当事人办事，又

能快速地支付相应款项呢？前不久，合肥
市的潘先生就亲身体验了一回。当天，潘
先生在合肥交警办事大厅排队处理完车
辆违章信息后，打算赶紧到附近的银行
网点缴纳罚款。但办事大厅工作人员提
醒他，在大厅靠墙放置的“安徽银联非
税专用支付点”就可以直接刷卡缴纳罚
款。潘先生把处罚决定书交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在支付终端上输入处罚决定书
编号后，显示出付款界面，潘先生刷过银
联卡输入密码，终端“吐”出一张 POS
刷卡回单，整个缴款过程就完成了。“想
不到能直接在大厅缴罚款，再也不用去
银行排队了，还不收手续费，真是太方便
了！”潘先生惊喜之余又略带遗憾地说，
要是以前缴罚款这么方便的话，也不会
多支付 200 块钱的滞纳金。

上述场景，只是省财政厅积极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方便非税收入缴款人、推
进非税管理改革的一个缩影。从明年起，
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省统一公共
支付平台”，将使广大群众更多地享受
到“互联网 + 政务服务”带来的安全与
便利。

2017 年 3 月，省政府印发《加快推
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方案》，正
式启动建设全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由省财政厅负责承建与之配套的公共支
付平台。在实施过程中，省财政厅严格坚
持“系统开发与制度规范并行”的建设
原则，要求各地各部门不得新建政务服
务缴费和非税收入缴款系统，在整合现
有的线上、线下支付渠道后，统一由公共
支付平台替代。同时，将具有代理收付款
业务的商业银行，以及线上支付业务较
为成熟的银联、支付宝等纳入公共支付

渠道。对不属于政务服务范畴，但涉及面
较广、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非税收入缴
款业务(如考试报名费、学费等)同步纳
入公共支付平台，并逐步将水、电、燃气、
通讯等公共服务性支付纳入平台业务范
畴。目前，公共支付平台主体系统建设已
经完成，并与省级和 10 个市级的“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对接试运行。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共支
付平台全面建成后，将为我省各级各部
门开展“互联网 + 政务服务”工作提供
统一、安全、便捷的技术支撑和资金结算
服务，为落实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
收费目录清单“一张网”提供有力的抓
手，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自主、便利地办
理政务服务缴费、非税收入缴款和公共
服务支付的需求，有效提高政务服务、非
税收入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中安在线

动动手指完成缴费 安徽明年将全面建成全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

一个气球有几种玩法？黄木水和
他的“韩博士”机器人团队能教你玩
气球的 N 种科学方法。

这个怀抱科教公益，一直想“让
科学在孩子们中流行起来” 的 90 后
创业团队，创立 3 年，走访了 195 个
社区、207 所小学和幼儿园，开展了千
场科教公益活动，带领青少年一起动
手动脑，探索科学世界。

团队多年的努力和坚持打动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缪昌文。他出资 180
万元，支持黄木水的团队建立“韩博
士机器人创客中心”，专门为 4 至
16 岁少年儿童打造的一个具备参
观、体验、实践、培训功能的科普场
所，团队也开启了科教公益的创业
路。

3 年前，就读于南京工程学院的
黄木水经常到社区做公益服务，孩子
们对科技的热情让他很惊讶。

他发现，市场上动辄上万元的科
普课程让普通家庭承受不起。“有没
有一种‘科教 + 公益’的创业模式，
让更多孩子接触科学、了解科学？”

他与 3名同学组建创业团队。大
四时，他们的公益科普项目获得了
2014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的铜奖。

这份奖励给团队带来了信心。在韩
冰的指导下，黄木水和同学唐虎、简栎洪、
张金良创办“韩博士科教公益企业”。

在创业初期最困难的时候，4 个

人摆过地摊、卖过教具，连续几个月接不
到一份活，生活费所剩无几。

坚持跑了 3 个月，敲过 100 多家学
校和机构的大门后，他们迎来了一次幼
儿园试讲的机会，从此收获了良好的口
碑。

在韩冰的指导下，黄木水的团队
不断完善课程，创新授课方式，一场场
科教公益活动，让“韩博士”的名气传
开了，团队终于熬过了创业初期的“寒
冬”。

努力和坚持迎来了回报。正值南京
市公益创投热潮，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中，就包括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科普服
务。

“依靠政府的力量，既能让公司生
存，又能将科普公益推广到更多的青少
年群体中。”团队重新找到了发展思路。

2015 年年初，在团组织、民政等部
门的帮助下，黄木水团队注册成立“南
京韩博士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中心”，
打造了全省首家青少年创客实验室，开
展科普公益活动。

为了让更多困境儿童感受科技魅
力，团队创立“科教公益联合会”，组织
600 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发起“科教公
益中国行”，走进四川凉山、甘肃陇西、
徐州沛县等地，开展科教公益服务。

目前，“韩博士”团队已承接 13 个
政府购买项目，自主研发 128 套科普教
育套装，合作中小学幼儿园 200多所。

中国青年网

大学生科教公益创业获院士 180万元支持

我国正在使用的 12 种高毒农
药，依据风险大小和替代产品生产使
用情况，将加快淘汰进程，力争 5 年
内全部禁用，以降低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风险。

记者 12 月 4 日从农业部了解
到，今年农业部对硫丹、溴甲烷 2 种
高毒农药发布了公告，确定将于 2019
年全面禁用。同时，涕灭威、甲拌磷、水
胺硫磷将于 2018 年退出；灭线磷、氧
乐果、甲基异构柳磷、磷化铝将力争于
2020 年前退出；氯化苦、克百威和灭
多威将力争于 2022 年前退出。

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
德介绍，高毒农药在防治地下害虫等
方面的效果很好，目前现有的其他农

药还不能起到同样效果。既要防控高毒
农药风险，又要选择适用的农药，这是一
对矛盾。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在现有农
药中筛选一批可替代高毒农药的产品，
二是鼓励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低毒
高效化学农药研发。

在使用方面，农业部门对现有的高
毒农药实施定点经营，要求专柜销售、实
名购买、购销台账、溯源管理，实现从生
产、流通到使用的全程监管。同时，禁止
通过互联网经营销售高毒农药。

农业部已通过公告形式对 39 种高
毒高风险农药实施了禁用措施、退出了
22种高毒农药。对现在仍在使用的高毒
农药则严格实行限用措施，不得用于果
菜茶生产。 中国青年网

农业部：5年内我国将禁用全部高毒农药

来自安徽省财政厅的信息显示，
1月至 10月，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拨付
民生工程资金 935 亿元，占年初计划
99.5%，超序时进度 16.2 个百分点。全
省 33 项民生工程全速推进，年度各
项目标任务正稳步实现，相关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我省进一步健全和落
实督促、约谈、通报等制度，按月梳理、
汇总、分析民生工程资金和项目进展，
注重社情民意调查，协调解决项目实
施中的有关问题，加大建后管养投入
力度，逐步健全完善管理养护长效机
制，不断提升民生工程质量和效益。集
中财力办大事办实事，33 项民生工程
顺利推进，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健全
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工程类项目看，前 10 个月，农村
危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已提前完成年度任务，小型水利工程改
造提升、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棚户区改
造、城市老旧小区整治、水利薄弱环节治
理三年行动 5 个项目完工率超过 90%。
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程等其他工程类项
目，正按规划快速推进。

从补助类项目看，发放类项目累计
拨付 270 亿元，其中农村低保、五保、困
难残疾人救助累计保障困难对象 325.9
万人；培训类项目累计拨付 5.7 亿元，其
中技工大省技能培训、医疗卫生人才能
力提升等完成各类培训 43.3 万人；保险
类项目累计拨付 388 亿元，其中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付补偿资金
285.5 亿元。

安徽日报

前 10月安徽拨付民生工程资金 935 亿元 占年初计划的 99.5%

黄河壶口瀑布现流凌冰挂景观 晶莹剔透冰凌与彩虹交相辉映

文 摘

豆蔻少女多次发作癫痫，一度被
诊断为“结核性脑结膜炎”，当他们全
家来到广州求治时，医生在检查时却
惊讶地发现，女孩脑内病变部位竟然
一直在移动。记者日前从中山大学孙
逸仙纪念医院获悉，在手术中揪出了
一条长达 7厘米的活虫。
少女频发癫痫 脑内病变竟在“动”

广西少女小雨（化名）从 3 年前
开始，出现了几次癫痫发作。在当地医
院做头部核磁共振检查时，医生在她
的脑部发现了一个占位病变，位置恰
好在生命活动的中枢———脑干。当地
医院根据小雨的症状，将其诊断为
“结核性脑膜炎”。经推荐，小雨一家
找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
的闫振文副教授。为慎重起见，医院对
小雨历年的检查进行了排序分类，特
别是头部影像学检查进行逐一分析，
惊讶地发现，小雨颅内的病变竟然会
随着时间的发展而“移动”：从最初的
脑干左侧开始，后出现在脑干右侧，最
后到了脑干的右后方。

“很可能是脑寄生虫感染。”袁小
平副主任医师认为，能在脑内游走的
疾病并不多，其中以脑裂头蚴病最为
常见。

手术取出一条活虫
“脑干是连接大脑和脊髓的必经

之路，也是人体心跳和呼吸的生命中枢，
属于神经外科的手术禁区。”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郑眉
光指出，即便是有多年手术经验的脑外
科医生，面对脑干病变也会束手无策，而
如果不把这个病变切除，种种迹象表明，
脑内的这个虫体依旧是活着的，还会继
续在脑内爬行，轻则引起癫痫发作，重则
面临生命危险。

随后，小雨被送入手术室。3个小时
后，一条长约 7 厘米的如同白面条一样
的虫子从女孩脑袋里被“抓”了出来。神
经外科医生团队采用微创锁孔手术，以
微小的创伤取得手术成功，小雨术后第
2天就能下床活动了。

提醒：野外莫喝生水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副

教授闫振文介绍，“裂头蚴”学名为曼氏
迭宫绦虫裂头蚴，其成虫寄生在猫、狗的
肠道中。虫卵随粪便排出，并在水中孵出
幼虫，幼虫被剑水蚤吃后，便继续发育成
原尾蚴，原尾蚴寄生在青蛙、蛇等野生动
物体内。当人进食了未煮开含虫卵的水
或含有原尾蚴的食物后，虫卵先是在人
的肠壁上吸附，然后孵化成幼虫，幼虫再
通过血液循环进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游
走，吸取脑细胞营养发育长大。到野外游
玩时，不要喝生水，特别是不要吃未煮熟
的野生蛙类和蛇类。 广州日报

少女 3年内频发癫痫 竟因脑内有一条活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