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提醒

本报3月23日讯 今天，
2017中国苗族姊妹节暨乡村体
验活动月新闻发布会在长沙通
程国际大酒店召开。 该活动将
于4月8日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
江县拉开序幕，持续至5月1日。

苗族姊妹节是贵州省黔东
南州台江县苗族同胞盛大的传

统节日， 是一个展示苗族爱情
的节日。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
恰逢苗族姊妹节20周年， 今年
的主题为“相约台江·爱在苗
乡”，将持续近一个月，包括姊
妹节盛大开幕式汇演、 千名绣
娘共织画卷等活动。

■记者 梁兴

近日， 省安监局召开专题
会， 研究了湖南黄金集团及下
属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由于黄
金集团金水塘矿业连续发生事
故， 省安监局将依法暂扣该公
司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责令停
产整顿。

据了解，湖南黄金集团下
属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多发，特
别是今年以来不到3个月连续
发生3起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

产形势依然很严峻。 会上分析
研究指出， 其原因主要是事故
处理避重就轻，安全责任没有层
层压实， 矿山安全管理薄弱，培
训不到位，外包队伍管理仍然是
薄弱环节。对此，省安监局对湖
南黄金集团提出了具体要求，
并对黄金集团金水塘矿业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责令停产
整顿， 对安全整治工作进行挂
牌督办。 ■记者 胡锐

2017.3.24��星期五 编辑 张允 图编 杨诚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张郁文A12 市州新闻

本报3月23日讯“夫妻是
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缘分， 只要
不放弃，一家人就能幸福地生活
在一起。”37年前， 柳伟娥的丈
夫因为一场事故落得终身失明。
家有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老多病
的老人，是改嫁弃家而去？还是
留下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面
对人生抉择， 柳伟娥用自己37
年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

挑起重担，37年不离不弃

今年68岁的柳伟娥是武冈
市秦桥镇柳山村的一名普通的
农村妇女。原本，她有着一个幸
福的家庭。柳伟娥与丈夫姚伦荣
是同村人，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婚后， 勤劳的姚伦荣农忙时耕
种，农闲时在附近煤窑挖煤赚点
钱补贴家用。 生活虽不算富裕，
但小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姚伦荣
与几个村民上山挖煤，放炮时不
小心被炸坏了双眼。 因抢救及
时， 姚伦荣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双目从此失明。 因为治病，夫
妻俩先后欠下十多万元的外债。

从那时起，31岁的柳伟娥
除了担负起所有的农活之外，
还要照顾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和年老多病的老人。“邻居们认
为我不值， 娘家人也劝我改
嫁。” 面对亲朋好友的劝告，那
一阵子柳伟娥每晚辗转难眠。

“既然是夫妻，就是上辈子
修来的缘分。” 柳伟娥拒绝了亲
人的“好意”，毅然决定留下来撑
起整个家。 耕耘不好责任田，一
家几口就吃不饱饭。浸谷种是个

技术活，当时的柳伟娥也是一窍
不通。每到春播季节，柳伟娥就
耐心请教村里的技术员。

犁田耙田这样的重体力活
都是男人们干的， 可柳伟娥并
没有被困难吓倒， 硬是用瘦弱
的身体扛起了家庭的重任，一
个人忙里忙外，既要耕种4亩责
任田维持家庭生计， 又要抚养
年幼的两个孩子， 还要照顾双
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和
卧病在床的老母亲。

一人撑起整个家
还掉10万外债

37年来， 全家人日子过得
清贫， 柳伟娥从未给自己添置
过一件新衣服。身上的棉衣破了
就补一补， 鞋子坏了就修一修。
多年来的省吃俭用，柳伟娥不仅
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而且还清了
丈夫治病的十多万外债。

“这个家确实不容易，我们
也不忍心催债。” 几名债主说，
这些钱都是当年姚伦荣治病时
借的，“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我
们也根本没打算要了。”可在柳
伟娥心里， 日子再苦也要讲诚
信。去年过年前，柳伟娥终于还
完了最后一笔外债。

如今两个孩子已成家立
业， 柳伟娥已是快70岁的老人
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柳伟
娥依然无怨无悔地照顾双目失
明的丈夫，每天端水送饭，搀扶
着丈夫出门散散步已成为她的
生活习惯。

柳伟娥37年如一日照顾双
目失明的丈夫和亲人的事迹被
当地传为佳话， 赢得了社会的
如潮好评。“这三十多年来，多
亏她的精心照顾。”丈夫姚伦荣
时常念叨， 要不是老伴这个家
早就散了。 ■记者 张浩

本报3月23日讯 19岁的
小李（化名）2年前切青蛙时不
慎划伤手指， 没想到寄生虫幼
虫却沿着小小的伤口进入他体
内。“潜伏” 的寄生虫顺着血液
悄悄“游”到了小李的脑部，导
致了头痛、癫痫的出现，药物也
不能控制。今天，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杨治权
通过开颅手术，从小李脑中“活
捉”一条长达11厘米且会游动
的白色带状虫子裂头蚴。

寄生虫从手指游到脑部

最近2年来， 一向健康的
小李出现了头痛、 癫痫等症
状，在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头部
有异物。然而，医院却一直未
能确诊，只是吃治癫痫的药物
来控制病情，效果并不明显。

无奈之下，小李来到湘雅
医院就诊。根据病情、检查结
果和以往的经验提示，杨治权
教授怀疑他头部的异物可能
是一条寄生虫！这时小李才回
忆起2年前的一件事。

“当时我正在剥青蛙皮，
正好手指上有个伤口，可能就
是那时寄生虫的幼虫沿着那
个小口子爬进来了。难怪那几
天手指特别痒，但当时我以为
没什么事， 怎么会想到是虫
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小李
印象深刻。

原来，这种寄生虫名为裂
头蚴，是一种多见于中国南方
的寄生虫，常以青蛙、蛇等作
为中间宿主。 如果人生吃青
蛙、 蛇或喝了含虫卵的生水，
甚至用感染寄生虫的青蛙皮
和蛇皮敷皮肤治疗，这种虫就
会寄生到人体体内。

2分钟“活捉”寄生虫

医生对比了半年前和术

前的CT片发现，可怕的是，小
李脑中的虫子可能是活的！相
比于半年前，虫子竟然还往大
脑深部“游动”了2.5厘米。

“裂头蚴会在颅内游走，
靠啃食脑细胞中的营养存活。
同时还会排泄废物，这些废物
里的毒素对脑细胞形成再次
损害，导致神经细胞的功能缺
失，在它爬行的地方形成了炎
性肉芽肿， 甚至可能引起癫
痫、瘫痪、失语以及记忆力减
退等症状。”杨治权主任介绍，
对小李来说，万幸的是寄生虫
游动的位置在大脑的非功能
区额叶底部，但如果它继续往
大脑深部游动，很可能会损害
到生命中枢脑干，目前抗寄生
虫药物已经无法杀死虫子，只
能尽早进行手术取出，以防止
虫子在人体继续游走造成进
一步伤害，这样便从根本上解
除小李的病痛。

3月23日上午， 杨治权主
任、杨转移主治医师等专家为
小李进行了开颅手术，“活捉”
寄生虫。 经过2个小时的开颅
手术，专家们终于找到了寄生
虫的位置。显微镜下，能够非
常清晰地看到寄生虫在脑部
蠕动。杨治权教授小心地用镊
子夹住寄生虫，反复调整位置
角度， 慢慢地将寄生虫拖出
来，2分钟后，寄生虫被完整地
“活捉”出来。

记者在手术室中见到，刚
取出来的裂头蚴放在装着清
水的盘子里，一条白色带状的
虫子正在蠕动，医生将裂头蚴
捞出，测量长度为11厘米。

“这次手术将小李颅内的
寄生虫和损害的脑组织已经
完全清除了，他的癫痫症状将
明显缓解，但已经破坏的脑组
织却无法恢复了。” 杨治权主
任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洁

丈夫双目失明，她37年不忘初心
亲朋好友劝柳伟娥改嫁，但她没听，还清10万元债务 年近七十，仍每天搀丈夫散步

杨治权主任提醒， 要养成健
康的饮食习惯， 切勿轻信偏方通
过生食青蛙、蛇胆等治病，或是用
青蛙皮、 蛇皮等生敷皮肤治疗腰
痛， 否则活体里的寄生虫可能进
入人体，损害人体组织功能。

“青蛙身上的寄生虫或者是
寄生虫卵在肠道内孵化成幼虫，
进入肠道后会随着血液流动到身
体的各个部位， 吸收人体的营养
成分而生长。” 杨治权主任表示，
湘雅医院接收过十多例裂头蚴患
者， 大部分患者都来自偏远的农
村。 一位病友5岁时曾生吃过青
蛙，26岁时医生发现她的脑内有
大片组织被虫子啃食。

杨治权主任建议， 在切青蛙
或蛇时，要做好防护措施，切完后
要彻底清洗刀具和刀板。 不能生
敷青蛙皮、蛇皮来治病，一旦发现
有人生敷青蛙皮后有炎症、 伴有
虫爬瘙痒感等症状，应及时就诊。

切青蛙伤手，寄生虫侵入，开颅捉虫

事故频发，湖南黄金旗下矿山被扣证

苗族姊妹节下月启幕

勿听信民间偏方
生吃青蛙、蛇胆等

事件连线

本报3月23日讯 今日凌晨，
郴州临武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称官山桥有一男子掉入河中。消
防官兵到达现场后发现， 当日河
水水位低落， 河中有露出部分河
床，男子刚好掉落在一块河床上。

由于桥上距离河床近9米，消
防官兵最终通过架设一把近10米
长的金属拉梯，将男子救助上岸。
经询问得知， 男子当晚喝了不少
酒， 趴在桥护栏上呕吐时一头栽
了下去。因头部有摔伤，目前男子
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林思

醉酒男趴桥栏上呕吐
一头栽进河里

动态

▲因为切青蛙时划伤手
指， 寄生虫从伤口进入体内。
寄生虫从手指伤口游到大脑，
啃食细胞中的营养，伤害神经
细胞功能。 图为取出的寄生
虫。 记者 李琪 摄

▲寄生虫长度达到11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