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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王
玉林） 天津滨海新区重大爆炸事故
引起国人关注。 不少亲历幸存者及
死伤者家属会在短期内出现沮丧、
自责等情绪及失眠、 恶心呕吐等症
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副
教授李卫晖 8 月 14 日介绍， 这些反
应称为 “应激反应”， 如不及时调
整将可能造成延续数月 、 数年的
“创伤后应激障碍”。

李卫晖介绍， 个别人由于逃生
和救助别人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体
力， 造成精神的崩溃： 有的人会凭

空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与自己
说话； 有的人感觉周围变得不清晰、
不真实， 如在梦中， 走到危险的地
方也没有察觉 。 他们经常夜不能
寐、 食不甘味、 噩梦频频， 灾难场
景不断在脑海萦绕而挥之不去， 听
到灾难相关的消息即悲痛不已或恐
惧不安。 这些急性应激反应一般在
灾难发生后 48-72 小时后逐渐减
轻， 多数在 30 天内明显缓解。 但是
少部分人在遭遇灾难后的心理反应
则会延续数月 、 数年 ， 而表现为
“创伤后应激障碍”。 灾后尽管时过

境迁， 他们仍睹物思人、 触景生情，
灾难片段在脑海中 、 梦中反复闪
现 ， 甚至不愿在原来的环境中生
活， 不愿和人交往， 表现的过于警
觉等。 对有上述情况的人要加强识
别和干预， 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发生。

假若出现了上述心理反应， 除
请专业的精神卫生人员介入外， 亲
朋的陪伴无疑是最佳的方法。 陪伴
中家人朋友应注意尽量不主动谈及
与灾难相关的话题， 如果幸存者自
己主动谈及， 可以采取认真倾听、

并尽量做到感同身受。 灾难经历者
要学会自我调节， 尝试着与周围同
样经历了灾难的人简单沟通， 说一
句温暖或者鼓励的话， 使身边的环
境稳定； 规律饮食起居， 做到饮食
清淡， 营养充足， 尽量保证足够的
睡眠时间； 可多听轻松的音乐， 做
些令自己放松的事情。

�������本报讯 （记者 乔伊蕾） 8 月
15 日， 湖南日报创刊 66 周年纪念
日之际， 湖南日报社 “新湖南 ”
客户端上线暨传媒中心封顶仪式
在长沙举行。 省委常委、 省委宣
传部部长许又声等领导出席仪式，
并启动湖南日报社 “新湖南” 客
户端。

许又声在致辞中指出， “新
湖南” 客户端作为省委在新媒体
时代的核心媒体， 一定要秉承党
报底色， 突出网络特质， 尽快形
成 “千万量级” 用户的新媒体平
台， 努力传递好省委省政府在移
动互联网舆论场的声音， 努力架
起一座全国乃至世界关注湖南的
桥梁， 努力成为宣传省委省政府
重要政策的主平台、 发布湖南信
息的主窗口、 推介湖南形象的主
阵地、 引导重大舆论的主渠道，
以 “互联网+” 战略的具体实践助
推湖南改革发展。

许又声还要求 ， “新湖南 ”

客户端在融合发展的实践中， 一
是要把握政治方向， 守住正确导
向这一生命线； 二是要增强党报
自信， 提高议题设置力， 争取在
众说纷纭时做到一锤定音； 三是
要改文风， 既要想好 “说什么”，
也要学会 “怎么说”。 努力把湖南
日报的核心新闻生产力优势导入
移动互联网中， 突出独家、 突出
原创、 突出评论， 做有品质、 有
观点、 有湘味的新闻。

“新湖南” 客户端使用 “新湖
南” 命名， 源自毛泽东同志 1949
年首次题写的 “新湖南报” 报头，
标志着湖南日报社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传承、 创造和开拓。 客户
端拥有持证记者 500 余人， 与全
省 14 家市州党报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 在强化主流舆论阵地， 突
出新闻资讯服务的同时， 设置了
“湘政”、 “湘财”、 “湘江”、 “湘
人”、 “湘评”、 “湘品” 等多个湖
南特色鲜明的频道， 全面宣传全

省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五大文明建设， 为 “四化两型”、
“四个湖南” 建设传播正能量。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立足于建设
成全国报业一流标志性建筑， 成为
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转型的代表性
项目， 成为我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的具体体现。 主体建筑包含文化事
业、 文化产业、 配套服务三大板
块， 项目总投资 16 亿元， 总建筑
面积约 21 万平方米。

在仪式上， 湖南日报社新媒体
中心还分别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 省水利厅、 青苹果数据中心
有限公司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新湖南”客户端正式上线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同日顺利封顶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刘昌军） 女
子腹部肿胀就像怀胎十月， 只因长了
一个篮球大小的几乎侵犯全部肝的脏
血管瘤。 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团
队联合多学科， 经过 7 个小时手术成
功切除这一重达 3.82千克的血管瘤。 8
月 13日患者康复出院。

36岁的黄女士 3年前发现肚子里
有个硬块， 近几个月， 黄女士出现腹
部肿胀、 心慌、 乏力、 气促症状， 到
医院检查后证实为 “肝脏海绵状血管
瘤”， 瘤体已经侵犯了除第 6 段肝以外
的全部肝脏。 7 月 13 日， 黄女士住进
该院肝胆医院肝脏外一科病房。

在首席专家吴金术教授、 肝胆医
院院长蒋波教授的组织下， 肝胆医院
全科人员详细论证了手术切除血管瘤
的可能性， 认为手术有七大难度： 瘤
体侵犯面积大； 出现凝血功能异常，
术中一旦出血将无法控制； 常规的手
术入路不可行， 需从侧面进入， 手术
操作空间狭小； 肝右静脉小静脉支呈
静脉瘤样改变， 结扎切断困难； 因瘤
体压迫， 肝静脉回流通道受阻； 第 7
段肝也有血管瘤， 从瘤子里剥离血管
困难； 第一肝门解剖、 控制难度大。
随后， 手术组利用影像系统， 精准建
立肝内管道结构与肿瘤的关系， 制订
三套手术方案， 做了充分准备， 以确
保手术安全。

湖南成功切除

肝脏篮球大血管瘤

访张家界市卫生计生委
党组书记、 主任文慈华

越“逮”越好
实现健康梦

及时干预 避免“创伤后应激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