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9日讯 3月19日，在
世界睡眠日即将来临之际， 湖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开展“梦”享行动
第二季暨2019年世界睡眠日大型
宣传活动， 并正式开放睡眠障碍
多学科门诊， 为睡眠问题患者提
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61岁的张女士10年前开始出
现睡眠问题，每晚睡不到半小时，
白天也只要眯十来分钟。到冬天，
她要背着被子， 几个房间来回找
凉地睡，一个地方睡热，她就得换
个地方躺下才舒服。去年来，张女
士睡得更少了。 和孙子同睡时因
担心孩子的睡眠情况， 通晚都睡
不着。 身体也发出了健康警
告———两腿经常用不上力， 爬楼
梯很吃力；记忆力下降严重，有时
连“厨房”两字都不会写。意识到
问题严重，张女士辗转就医后，今
年3月12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就诊。

该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主
任骆晓林介绍， 我国有超过38％
的成人患有睡眠障碍， 而更年期
女性患病率更高。 科室近三年的
住院患者中三成以上就是更年期
女性。不重视、不及早就医干预，
也常让这些女性在后期面临更严
重的健康问题， 如糖尿病、 高血
压、冠心病、痴呆、中风等。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
碍多学科门诊每周五下午根据患
者申请开放。骆晓林认为，体内雌
激素变化、 生活压力和身份角色
的变化等是出现睡眠问题的一大
诱因。 目前已经发现的睡眠疾患
有90余种，涉及传统学科10多个，
与睡眠疾患紧密相联的常见高危
病症20多种。 开放睡眠障碍多学
科门诊，建立“专科协作式”就医
模式， 可以帮助患者节约就医时
间，降低就诊费用。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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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9日 第 2019031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8 21 15
奖池累计金额 ： 1276420305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13 03 33 蓝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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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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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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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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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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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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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42963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9日

第 2019071期 开奖号码: 0 0 6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400
362
0

1040
346
173

416000
125252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大四学生再献“生命之血”

躺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血
液科采集室的床上，身材瘦削的
邹明正在捐献淋巴细胞。这是他
第二次“出手”挽救一白血病患
者。此前，他已经为那位素不相
识的大姐姐捐献过200毫升造
血干细胞。邹明是广东人，目前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读大四。
2015年入校军训后， 看到校园
的流动献血车，他第一次尝试捐
献了300毫升的血。 半年后，他
再次献血，并成为了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7年的寒假， 正在老家
的邹明接到湖南省红十字会骨
髓库的电话，被告知与广西南宁
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希望
他能进一步配型。邹明既紧张又
兴奋，紧张是因为身边没人经历
过，而兴奋的是可以挽救一个人
的生命。“在加入骨髓库之前，我
了解过相关的情况，国内外都有
不少成功的案例。” 邹明把这件
事告诉了家人，不料奶奶和妈妈
强烈反对， 父亲倒是比较开明，
让他自己做决定。最后，邹明决
定帮那名患者一把，顺利完成了
200毫升干细胞的采集。

今年春节过后， 小邹就接
到了湖南省红十字会骨髓库工
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上次救治
的白血病患者有了新的病情，患
者恳请再次移植淋巴细胞治疗。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 心里五味
杂陈， 幸运的是我还能够帮助
她，不幸的是她的身体又遇到了
困难，我真的希望她能够健康地
活下去。”小邹告诉记者，他几天
前准备了一封信，希望由今天过
来接髓的医务人员转交给千里
之外的患者姐姐，“只要有信念，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们所有人

都在为她加油”。
“很多人捐一次都需要勇

气， 这小伙子捐两次， 真是有
爱。” 从广西来接淋巴细胞的医
护人员刘女士坦言。 今天下午，
从4名捐献志愿者身上抽取的造
血干细胞，在刘女士等医护人员
的护送下登上不同的飞机，踏上
了开启“第二次生命”的旅程。几
个小时后， 它将进入患者的身
体，为他们带去生命的希望。

250万分之一的幸运

10岁10个月大的小佳，来
自娄底新化县， 这个年龄的孩
子，本该和小伙伴们在教室里学
习。可一年多之前，家人发现小
佳身上有很多血点， 发紫发红，
家人带她到湖南省儿童医院血
液内科查找原因，被诊断为极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小佳的病情十分危重，造
血干细胞移植是康复的最大希
望。 但在偌大的中华骨髓库中，
小佳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

历经2个多月的寻找，在250
多万志愿者中，小佳幸运地找到
造血干细胞HLA配型能够与小
佳完全匹配的人。对方是一名在
上海读大学的姐姐，今年23岁。

3月18日，湖南省儿童医院
派出宋娜等多名医生飞往上海
“取血”。当天22点，宋娜带着刚
从这名爱心志愿者体内取出的
186ml外周血造血干细胞赶回
长沙。同时，湖南省儿童医院血
液内科移植病房医护人员集结
待命， 只等造血干细胞到医院，
连夜为小佳进行干细胞移植。

记者今天从省儿童医院了
解到，小佳的移植手术已经顺利
完成，目前她正在移植仓中做进
一步的治疗。

本报3月19日讯 3月18
日起，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
免费筛查项目由原来的4个基
因、20个位点升级为22个基
因、159个位点， 升级后遗传
性耳聋致病基因突变检出能
力提高60%， 阳性检出率从
5.6%提高至 8.9%。

各位参与长沙市健康民
生项目免费检测的宝宝，家
长从3月18日起可在长沙市
各新生儿疾病筛查采血机构
自动享受升级版的遗传性耳
聋基因检测。 据介绍， 宝宝
出生后1-3天内是新生儿遗
传性耳聋基因检测的最佳时
间。

■记者 李琪

3月10日， 福彩双色球第
2019027期开奖， 当期的开奖号
码: 红球为2、6、8、10、11、17，蓝

球号码为13。 全国共开出9注一
等奖，单注金额740万余元，来自
怀 化 市 鹤 州 南 路 135 号 的
43129016号福彩投注站的一位
幸运彩民便揽获了其中的1注。第
二天上午， 中奖彩民刘先生（化
名）在亲人的陪同下，火速来到省
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

据了解， 刘先生今年虽然只
有三十来岁， 却算得上一名不折
不扣的老彩民， 购彩经历已长达
十多年。他表示，这么多年购买双
色球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和解
压方式，在他看来，每期花上十几

二十元买几张彩票， 既有对中大
奖的期待，又是在支持公益事业，
何乐而不为。

3月10日晚上7点多，刘先生
像 往 常 一 样 来 到 附 近 的
43129016号投注站，让销售员机
选了一张10元五注的双色球。当
天晚上10点多， 他拿起手机上网
查双色球的开奖号码， 开奖号码
竟然和他几个小时前机选的其中
一组号码一模一样！ 刘先生赶紧
叫来妻子，两人核对再三，夫妻俩
既兴奋又忐忑， 刘先生连忙打电
话给3个亲戚，没想到刘先生的亲
戚压根都不相信， 还吐槽他：“你
们夫妻俩是在做梦吗？”

对于这笔奖金的用途， 刘先
生表示有一部分要用于孩子的教
育上， 还会用做生意上的资金周
转，其他的暂未做计划。刘先生表
示， 今后一定会一如既往继续支
持和关注福利彩票， 为公益事业
奉献力量。

■刘菲 经济信息

为生命续航，4人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
不同背景只为同一信念 开创湖南捐献新纪录

机选立功！怀化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740万

遗传性耳聋
基因筛查升级

睡眠问题患者三成以上为更年期女性

父母给孩子的，是一次宝贵的生命。而23岁的邹明
（化名），却给了一个陌生的姐姐两次生命。19日，湖南4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分别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3例）和岳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1例）完成，其中，邹明接受的是第二
次淋巴细胞采集。 据了解， 这是中华骨髓库在湖南建库
以来首次4例同天采集，在全国范围内也非常罕见。

每一次造血干细胞的捐献， 都是在用爱去延续生命。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10岁多的小佳， 则因为上海一名大
姐姐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在3月18日迎来了
再生的希望。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谭孝

19日上午，邹
明（化名）正在湘雅
医院血液科采集室
接受二次淋巴细胞
的采集。

通讯员 谭孝 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