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民生 2019年5月1日 星期三
编辑/曾梓民 图编/杨诚 美编/叶海琳 校对/黄蓉

扫
码
了
解
骨
科

医
生
的
工
作

粗中有细，骨科医生的工作不止体力活
从医15年的盛斌谈心得：一个好医生应会说、会做、会写；大工具要会用，小技巧更讲究

爱与怕， 听起来像是两个
对立的词，在“医生”这个职业
身上却完美地融合了。 怕医生
是因为， 见到他们多半是因为
生病了；爱医生是因为，他们总
是能够把我们从痛苦中解救出
来。这一点，在骨科医生盛斌的
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认真对待每一台手术

网络上总有人调侃说，所
有的医生里骨科医生是力气最
大的， 因为他们干的可是体力
活儿。其实这也不全是开玩笑，
看看盛斌的“百宝箱” 就知道
了：咬骨钳、骨锤、骨刀、电钻
……这些光听名字就让人害怕
的工具， 都是骨科手术室里必
不可少的东西， 也陪伴盛斌经
历了很多场手术， 让很多人恢
复健康。

从医15年的盛斌斯文、亲
切， 是湖南省人民医院创伤骨
病科新上任的年轻主任。 办公
室里摆放的人体骨架和关节模
型让人肃然起敬。“一个好医生
应该有三会：会说、会做、会写。
说是与患者说，与家属说，与学
生们说； 做当然是做手术,�像
艺术家完成一件艺术品一样，
认真对待每一个患者每一台手
术，把手术做漂亮。写就是写论
文， 把临床积累的病例总结出
来， 发表在国内外专业期刊
上。”

从事骨科充满挑战

这样看来， 骨科医生的工
作远不止于体力活。“我们的工
作可以说是粗中有细， 骨科医
生更需要精巧细腻的技术，在
手术中需要保护脊髓、神经、血

管等， 对医生的解剖和手术操
作要求非常高。” 盛斌介绍，现
在的骨科手术基本都是显微手
术、微创手术，“大工具要会用，
小技巧更讲究。”

走进手术室， 说话轻声细
语的盛斌立即变得严肃起来，
这一次他们要抢救的是一名因
车祸导致盆骨受伤的22岁男
性。“他还这么年轻， 我们要给
他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当年实习的时候，我就觉
得骨科医生很潇洒， 我就学了
骨科。 学医本身是充满着挑战
的，特别是骨科。”说起自己的
职业， 盛斌总有几分自豪，“有
人说骨科只有男医生， 也不尽
然，我们这里就有两位女医生，
可以肯定地说， 选择骨科的女
医生，一定是非常优秀的。”

医生的选择就是救人

从医15年， 生死是否都已
看淡？略一思忖，盛斌轻轻地说
了一个小故事。 今年清明节当
天， 医院送来一名被刀砍伤的
病人，“是个小伙子，才十几岁，
来的时候失血性休克， 随时很
可能死亡或肢体坏死要截肢，
可以说生命垂危。”

那后来怎么样呢？ 盛斌的
回答略过了所有的过程， 非常
“医生”地说：“后来，各科室合
作救人呗。 前几天小伙子出院
了，肢体功能完全保留。”盛斌
笑了，特别自豪地说，这就是医
生的选择。

（扫版面左上角二维码看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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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0日讯“长沙之夜”
露天音乐会、 谭盾与长沙交响乐
团专场音乐会、 国际指挥大师专
场音乐会……记者从今日上午举
行的2019年度长沙交响乐团重大
活动安排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 长沙交响乐团将推出普及性
惠民演出、主题性高端演出、推广
性交流演出等重大艺术活动。

长沙交响乐团团长肖鸣介

绍,普及性惠民演出主要突出公益
性与普及性，将开展“星城乐韵”主
题惠民音乐会、“长沙之夜”露天音
乐会、2019“交响音乐进校园”演
出、2019“雅韵三湘·艺润四水”演
出等系列演出。 其中，“长沙之夜”
露天音乐会将于2019年7月、9月
在长沙滨江文化园露天广场，搭
建露天舞台，举办5场不同主题的
交响乐惠民演出。

“主题性高端演出将借助名
家、名团力量，结合主题活动，凸
显长沙交响乐团品牌。” 肖鸣说，
主要有谭盾与长沙交响乐团专场
音乐会、 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聘
请国际知名指挥大师尼古拉·朱利
亚尼为桂冠指挥并举行专场音乐
会等演出活动。

■记者 丁鹏志

日前，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一
季度生猪、猪肉产量同比“双降”，并
再次释放了猪肉价格上涨的信号。

三湘都市报记者4月30日从长
沙市场端了解到， 目前长沙的供应
并不“紧缺”，五一节前夕市场上也
未见猪肉价格大涨。但分析认为，今
年下半年长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或
将有所上涨。

生猪、猪肉产量同比“双降”

“近期生猪出栏价已经涨了，每
斤为7.5元左右。这是合理的弥补性
上涨， 去年生猪出栏价连续三个月
下跌， 出栏猪每斤的售价跌至四五
元。”浏阳裕丰强养殖场负责人张强
说。 他所在的养殖场有母猪500多
头， 每头肉猪一般要养到300斤左
右出栏， 去年肉猪出栏量达12000
多头，但由于存栏量减少，今年出栏
量比去年预计少1000多头。

“再等等看。”张强表示，以前猪
肉价格都是涨涨跌跌， 价格下跌后
最多半个月就会开始回升，但2018
年以来， 除了节日效应的短期提振
效应外， 长沙生猪价格和全国行情
一样，长期价格低迷，让他和身边不
少养殖户对补栏或扩大养殖规模持
观望态度。

4月17日、4月23日，短短不到一
周时间，农业农村部两次发布会传达

了同一个信号———猪肉价格要涨。

节前猪肉价格稳定，下半年看涨

带皮猪肉每斤售价15元、 瘦肉
18元、肋排22元……4月30日，在长
沙荷花池生鲜市场，记者看到，五一
小长假临近，这里瘦肉、肋排等少数
猪肉产品微涨外，整体价稳。

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
测显示， 五一节前，4月24日-30日
长沙市生猪市场供需关系稳定，价
格平稳运行。零售方面，各种肉禽类
零售均价无明显波动， 肉蛋类整体
均价受鸡蛋价格上涨呈现上扬走
势。 监测的肉蛋类零售均价为24.56
元/斤，环比微涨0.06%。其中猪后腿
肉零售均价环比下跌0.13%、为每斤
13.48元； 肋排零售均价环比上涨
2.97%,为每斤22.70元。

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 猪肉零售价格自去年
上半年以来基本处于下跌状态，目
前价格回调，但变动幅度不大。她表
示，下半年，随着天气转凉，再加上下
半年是节日需求的高峰，猪瘟等因素
导致生猪存栏量减少、养殖户补栏季
节性不高等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
明显，“下半年，猪肉价格预计肯定会
涨，但涨幅不好说，因为同样会受供
需关系的影响。”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通讯员 陈静宇

本报4月30日讯 今天上
午，“绽放新姿态， 麦出娜一
步——长沙美莱5P标准化流
程规范示范基地落成暨国际
胸部整形大师Mark�L.�Jewell
匠心之旅”活动举行。本次活
动吸引了国际胸部整形大师
Mark�L.�Jewell博士、“中国丰
胸教父”罗盛康教授等40多名
来自全国的专家教授和业内
精英齐聚星城。

5P标准化手术流程， 即从
患者选择与教育、 比例相称的
考量、术前计划、手术操作和术
后护理及随访五个方面全方位
贯穿整个丰胸过程， 被世界各
地顶级丰胸机构所沿用。

被授予“2019年度5P标准
化手术流程示范基地”的荣誉，
意味着长沙美莱医美服务再次
精细化升级。

■通讯员 陈菡 记者 李琪

产量双降 需求增加
“二师兄”身价又要上涨了？

长沙交响乐团推出普及性惠民演出
“2019年度5P标准化流程规范
示范基地”成功落户长沙美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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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百宝箱”之三

本报4月30日讯 五
一小长假来临， 为掌握节
前粮油食品市场价格情
况， 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对各价格监测点和
市内各大农贸市场进行调
查巡视。监测数据显示，本
周（4月24日-4月30日），
长沙市粮油副食品价格总
体运行平稳， 八大类商品
“1涨5跌2持平”，其中肉蛋
类零售均价环比上周上涨
0.06%；食用油、水产类、蔬
菜类、 水果类和调味品均
价环比分别下跌 0.25% 、
0.05% 、1.53% 、0.36% 和
0.19%；成品粮和副食品零
售均价环比持平。

本周，随着气温攀升，
本地蔬菜上市量不断增
加，品种增多，蔬菜市场供
应量进一步加大， 长沙市
场上的蔬菜整体价格出现
持续回落态势。

节前， 长沙市水产市
场供应充足， 监测的水产
类零售均价为15.03元/斤，
较上周微跌0.05%。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通讯员 陈静宇

节前蔬菜水产
均价不涨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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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斌正对镜整理工作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