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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耀光博士和他的伙伴们的故事
“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要做最
大的努力去抢救每一个患者”

冯耀光博士告诉记者， 急性主
动脉夹层，发病早期死亡率非常高，
48小时内死亡率达50%。 而急性主
动脉夹层患者发病时往往是在晚
上，急救措施最不及时。确诊后及时
手术是最佳方案。 作为大血管外科
领域的专家， 冯耀光总是对团队成
员说，医疗工作必须保证急诊，真正
的急诊。

衡阳市民董先生由于患急性感
染性心内膜炎， 导致主动脉瓣膜穿
孔、急性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主动
脉根部穿孔至心房。 患者心功能很
差，只能端坐，并不停地咳粉红色泡
沫痰。在会诊讨论中，冯耀光提出，
要挽救患者的生命必须行急诊手
术，清除感染的心脏坏死组织，并重
建主动脉根部结构。 有同行劝说：
“算了，这种危重的患者，术中、术后
死亡率极高， 别去惹这个麻烦。”但
冯耀光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
做最大的努力去抢救每一个患者的
生命。经过相关科室的共同努力，手
术顺利，患者术后两周痊愈出院，现
在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来自炎陵的患者朱先生因急
性胸痛入院，经主动脉CT血管造
影检查诊断为急性A型主动脉夹
层。由于患者一侧头部血管受累，
已经出现了神志不清，偏瘫。

救人如救火。 但当天已经做
了两台手术的冯耀光， 身体十分
疲劳。 同科室的医生关心地说：
“你今天已经很辛苦了，这个患者
需要急诊手术， 是否立即行急诊
手术呀?” 冯耀光只是了说一句：
“没办法呀， 该救还得救呀。”于
是，冯耀光再次上了手术台，为患
者施行全弓置换加支架植入术。由
于该手术难度大、步骤多，手术时
间长达10个小时。 冯博士走下手
术台已经是第二天凌晨6点了。术
后3个月患者来医院复诊，除一侧
肢体活动欠灵活外，其它都正常。

每年完成各类大血管手术
100余例， 病源半径超过
200公里

冯博士经常对病房的大夫
们说，患者不容易，对于急性主
动脉夹层患者来说，能活着来到
医院就是生的希望，不能耽误任

何时机。
在南华大学附一医院胸心血

管外科病房，住着许多急、危重症
患者。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外地
或基层医院的技术水平无法治疗
的， 或者手术效果不好又再次复
发的，甚至是被“判了死刑”的。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 南华
大学附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的
病源辐射范围也逐年扩展， 目前
已覆盖以衡阳市为圆心、 半径超
过200公里的范围， 辐射到了广
西、广东、江西。在他的带领下，每
年完成各类大血管手术100余例。

为了回馈患者的信任， 也为
了完成心中的梦想， 冯耀光付出
了他所有的努力， 将一个个患者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冯耀光深知， 心脏大血管外科
专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正因
如此，除了日常工作和手术，他还有
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人才梯队的
培养方面。多年以来，冯耀光毫无保
留地将他的技术传授给其他医生。
他先后培养了硕士研究生近20名，
逐渐成长为我省心脏大血管外科的
领军人物。

■陈书云

冯耀光博士是谁？ 也许
大多数人不知道， 而在圈内
他是声名鹊起。

现任南华大学附一医院
大外科副主任、 心脏大血管
外科病室主任的冯耀光博
士。1994年大学毕业，2005
年获胸心外科博士学位，为
湘南地区第一位胸心血管外
科学博士。从医20余年来，一
直从事胸、 心血管外科的临
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主持及
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9
项， 编写医学专著2部。2012
年赴美国Mayo�Clinic(梅奥
医学中心)访问学习。2014年
在欧 洲 最 大 的 心 血 管 中
心———德国柏林心脏中心访
问学习。 熟练掌握了本学科
疾病的诊治， 率先在湘南地
区及湖南省开展了多项新技
术及新项目。

冯耀光博士的伙伴很
多， 在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内
主要有以下三位：

王元星教授，主任医师、
衡阳市医学会副会长、 衡阳

市胸心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 从事胸心外科专业工作30
余年。

贺大璞教授，主任医师、心
胸血管外科主任、 美国迈阿密
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 率先在
湘南地区开展了多项新技术，
完成省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3
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龙超众博士，从事胸心外科
临床与科研工作16年。2014年
顺利开展我省首例全胸腔镜体
外循环下心脏外科手术。 在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省
自然基金、 省卫生厅等多项课
题，参编专著一部。擅长心胸血
管疾病的外科手术、 介入治疗
及心脏微创手术治疗。

在冯耀光博士和他的伙伴
们身上，曾发生过很多故事。他
们严以修身， 不断攀登医学高
峰， 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重
症患者被救了回来。 他们开展
的瓣膜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
冠心病的冠脉搭桥、 先天性心
脏病的外科手术治疗等， 为三
湘四水的患者解除了痛苦。

大气污染防治依然是今
冬热点话题， 环保相关细分
产业有望获得政策支持。分
析人士指出，从当前涉PM2.5
的题材来看， 空气环保治理
概念股主要有脱硫脱硝、
PM2.5监测、空气污染治理三
大方面。

1、脱硫脱硝：脱硫脱硝
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环
保政策加码带来大量相关设
备的改造升级， 相关的上市
公司主要有清新环境、 菲达
环保、雪浪环境、龙净环保、
龙源技术等。

2、PM2.5监测： 当前全国已
有逾百个站点完成PM2.5仪器安
装调试并试运行，并且监测设备
需求进一步提升，相关股票从中
受益。当前涉此概念的股票主要
有先河环保、天瑞仪器、华测检
测、聚光科技、创元科技。

3、空气污染治理：中长期
来讲， 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是
解决大气污染的根本， 与空气
污染治理相关的股票均有望从
中受益。当前涉空气污染治理概
念的股票主要有永清环保、三维
丝、中电环保、中电远达等。

■据中国证券报

12月6日， 巴黎气候大会的
举办场所———布尔歇展览中心迎
来宾客参观的高峰期， 在环保个
股的股吧里， 股民们的讨论亦热
火朝天。

上周，环保板块下跌6.45%，
跑输创业板3.21%， 表现行业居
末。中投证券研究员张镭表示，环
保板块在上周五市场调整行情中
下跌较多， 并且短期迎来催化因
素，建议超配，并重点推荐基本面
发生变化的永清环保。

是何原因让研究员给出如此
投资策略？

【动态】
预中标宁夏、江苏两大项目

11月29日，永清环保被确定
为宁夏电投西夏热电烟气脱硫系
统EPC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
该项目为永清环保进军宁夏市场
以来，第一个火电超低排放项目。

紧接着的12月2日，永清环保
又被确定为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
发电公司1、3、4机组烟气污染物
超低排放改造工程EPC项目的第
一中标候选人。

实力的排位与技术的先进，
市场最有话语权。

凭借“清洁岛”超低排放一体
化解决方案的领先优势，“接二连
三” 的中标是永清环保今年以来
的常态。

上半年的4月，中标河北建投
宣化热电厂除尘项目；5月， 中标
山西太钢超低排放改造工程EPC
总承包项目；下半年的8月，中标
华电常德电厂湿式静电除尘项目
和大唐陕西彬长电厂超低排放脱

硫系统改造项目；9月中标大唐三
门峡发电2×630MW机组烟气
超低排放改造工程等。

【影响】
为公司业绩“添砖加瓦”

尽管现在两个预中标的项
目，目前都还没有确定具体金额，
但业内人士无一不表示， 这两个
项目预中标， 将大大提高永清环
保的业务开拓能力， 合同的后续
签订及履行， 也将对公司的营业
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较为积极的
影响。

永清环保最新的财务数据显
示，2015年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5.87亿元，净利润为7789.6万元，同
比大幅增长65.44%；每股收益亦同
比增长超过60%，为0.39元。

如果说为公司业绩“添砖加

瓦”，是中标利好的一个中长期效
应，那么刺激股价的上涨，则是股
民们最喜闻乐见的。

上周五个交易日， 永清环保
在打新资金“抽血”、大盘又现狂
跌的情形下，收获三阳两阴，尽管
最终区间涨跌没有大的变动，但
公司在12月1日强攻上涨一度突
破了50元大关， 收获阶段性最高
点51.88元。

“基本面没问题，财务状况良
好， 目前正值国家以及国际环境
题材的热点当口。”对于永清环保
在接下来一周的走势， 有资深投
资者分析表示，该股自9月中旬启
动一直运行在上升通道中， 近三
天以来受大盘拖累回调，12月4日
触及上升通道的下轨但收盘前受
到强烈支撑，收成T线，所以理论
上未来趋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 黄利飞

预中标接二连三 永清环保年底治污“放大招”

环保概念股或藏掘金机会

在几日前的第九届中日
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中，商务部
副部长高燕表示， 十三五时
期，节能环保全社会投资规模
有望达到17万亿元人民币。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永
清环保“抢夺” 市场当然是
“当仁不让”。

据了解， 在永清环保参
与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开招标
时， 投标人需提供相应的改
造设计、优化、供货、地勘、土
建、施工、调试、试验、现场服
务、全部设备供货及安装、检

验、试验等。
金证顾问分析师表示，公

司能成功中标， 表明公司在大
气污染治理领域的“超洁净排
放”业务，持续获得市场的高度
认可， 彰显了公司在该领域的
市场地位。

事实上， 在环保行业经营
十余年的永清环保， 如今业务
覆盖大气治理、土壤修复、环保
热电、固废处理、垃圾发电、环
境咨询等领域， 并以不断创新
的商业模式，奠定了行业“领先
者”和“佼佼者”的基础。

■记者 黄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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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依然是今冬热点话题，相关概念股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