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D
医学打印中心，我省首个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部模型制作完成。 此模型按
重症患者龙某的肺部进行 1:1 比例打
造，病灶部分用蓝色标注，直观且清晰，
由该市呼吸领域的专家对病例进行实
体分析。

据了解，龙某，男，住永兴县便江
镇。 2 月 6 日发病，2 月 7 日确诊。 2 月
11 日病情加重，达到重型标准，转郴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隔离救治。

在对龙某的救治过程中， 该院 3D

医学打印中心根据病灶 CT 图数据进
行 3D 重建得到模型数据，随后使用光
敏树脂材料将其打印出来，全过程耗费
20 个小时。

“相比较 CT 成像，立体模型可以
更直观的展示病情分布范围和病灶累
积程度。 ”医院放射科主任、3D 医学打
印中心负责人何玉成介绍，三维立体模
型真实地还原了患者的动脉、静脉、支
气管，既可以立体旋转观察，还可带到
会诊室实时查看。

据了解，3D 打印技术最早用于工

业产品设计制作。 2016 年，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成立 3D 打印中心，并购置了
国际一流的医疗专用 3D打印机。 目前
已运用到骨科、口腔科、脊柱外科、神经
外科等多个科室。针对患者实施有效的
术前计划及手术模拟，为复杂病例患者
提供个性化、精细化、微创化的服务。

(罗徽 刘振 袁玲丽)

●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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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结果怎么样？ ”
“ECMO（体外膜肺氧合）什么时候

上的？ ”
“左侧胸腔还是右侧胸腔出血？ ”
……
3 月 7 日，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中国
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领衔专家团队， 在对
湖南省娄底市两例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例
进行远程会诊中，不断发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湖南因毗
邻湖北省， 也成了湖北省以外疫情暴发

的几个高发省份之一，截至 3 月 8 日 24
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018 例。 在不懈
治疗下， 截至会诊时， 全省病例数降至
55 例。

娄底会诊的一问一答中，专家就患
者是否改 VV-ECMO 模式、 调整抗生
素方案、 四肢静脉多处血栓处理方式、
肺脏通气功能怎样进一步恢复等问题
进行了详细探讨，会诊持续到当日中午
12 时半。

据悉， 为助力湖南省新冠肺炎病例
治疗和病例尽快“清零”，3月 6日和 7日，

国家新冠肺炎专家组王辰院士团队和钟
南山院士团队，为湖南诊治“加油”，对湖
南省长沙、邵阳、株洲和娄底等 4 地 6 例
危重型患者进行了多学科远程视频会
诊。 而他们，也是湖南现存的最后 6 例
危重症患者病例。 湖南省卫健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湖南轻型、普通型病例
救治的压力已逐步减轻，医疗救治难点
和重点主要在危重型病例上。

“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大家继
续努力，加油！ ”钟南山不忘再“加油”。

（俞慧友 易征洋 谭卫丰）

2019 年最新版的《小学语文新课程
标准》把“语文综合性学习”纳入语文课
程体系结构之中。 在小学语文教材里，
每个学期至少有一次语文综合性学习
的课程， 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相应的
内容。 语文综合性学习由于涉及知识
面广， 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普遍感到
棘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现代信息技术恰好为“综合性
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的、活动化
的学习情景。 结合小学生“以形象思维
为主”的心理特征，实现小学语文综合
性学习的新突破， 必须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 开发与利用综合性学习资
源， 不断提升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的
教学成效。

利用信息技术收集整理资料。 丰富
的网络资源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广阔的、
无地域局限的活教材。 在综合性学习前

让学生搜索相关资料。 由于学生的年龄
小，认识能力弱，好奇心强，因此，课前教
师需要从网上搜索到安全可信的网页，
再介绍给学生。 以三年级综合性学习《中
华传统节日》为例，我搜集了湖南文明网
等网站提供给学生， 他们只需在这些网
站浏览搜集与传统节日有关的信息即
可。 同时， 为了让学生有目的地进行搜
集，我集中综合性学习中的几个特征，设
计了以下三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节日有
哪些？中国传统节日的来历？关于中国传
统节日的经典诗词有哪些？ 并要求学生
每个节日找两首相关的古诗词。上课前，
学生们带着这三个问题， 在网上进行了
搜索，大家兴致很高，边找边议还学习到
不少传统节日的知识。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团队协作。 在这
一阶段，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要求同
学们根据自己小组确定的主题进行信

息筛选， 并对选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加
工、 组合创造。 引导学生运用 Power-
Point、Microsoft� Word 等软件制作图文
并茂、有动画效果和声音效果的演示文
稿，以小组为单位展示本组综合性学习
成果。 这个过程是通过教师、学生和信
息资源三者积极互动而实现的。 此过程
还应处理好团体协作和独立思考的关
系，要创设独立思考的机会，鼓励学生
大胆发表个人想法。 教师可以适度帮
助、适度调控。 如果在学生的学习过程
中事事不放手，剥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
位，或者完全不参与，综合性学习都不
能有效地开展。

利用信息技术展示成果。 当学生的
协作学习有了结果后，教师可以请各小
组展示成果，汇报收获，交流心得。 学生
上台展示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能够收
获成功的喜悦。 在综合性学习中注入信

息技术元素，可以对学生的发展产生多
方面的良好影响。 在认知领域中，拓宽
了知识面，提高了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例如用 IE 信息浏览和检
索、Microsoft� Word 编辑排版和 Photo-
shop 图像处理等技术，提升语言文字组
织、 数据处理和版面设计美化等能力；
在人际交往领域中，学会尊重、倾听、说
服、交流和沟通；在情感态度领域中，增
进了同学相互间的友谊，锻炼了克服困
难的毅力，提高了学习自信心。

语文综合性学习是小学语文学习
中的一个挑战。 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结合语文综合性学习特征，激发学
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学习的
方法，培养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小学生
的语文和信息技术素养。 只要我们努力
探索，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一定会绽放
出美丽的花朵。

浅谈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运用
常德市淮阳中学 肖婷婷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湖南省科技厅
近 日 印 发 《关 于 进 一 步 做 好
2019-2020 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
技人员专项计划相关工作的通知》，
选派 736 名“三区”科技人才赴基层
一线开展科技帮扶。

本次选派的“三区”科技人才中，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 以及 3
名省科技领军人才、7 名湖湘青年英
才、7名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带头
人，极大地优化了人才结构。 对于产业
发展特殊需求， 也积极从北京化工大
学、 上海市农科院等省外高校院所引
进。 新一批“三区”科技人才将迅速启
动开展服务， 主动对接了解有关企业
合作社的科技需求， 提供专业技术服
务，引导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着力
解决疫情期间农业关键技术问题和
技术需求难题，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
支撑。

“三区”科技人才计划是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由中组部、科技部、财政
部等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人才工程， 也是
落实湖南省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的一项重要
举措。 自 2014 年以来，省科技厅已经累计
选派 6 批共计 5065 名“三区”科技人才到
基层一线开展对口帮扶， 推进实现了科技
专家服务团对全省所有县市区、 科技特派
员对全省所有贫困村全覆盖。

（何青）

● 动态传真

本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
员 任彬彬） 据湖南省科技厅介
绍，近日湖南应用数学中心获得
科技部批准，成为首批支持建设
的 13 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之
一。 该中心将围绕国家重大需
求，凝炼数学问题，加强科技攻
关，不断提升数学支撑创新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是国家
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和
《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
案》等相关文件精神的一项重要
战略举措。

据悉，此次获批建设的湖南
应用数学中心， 依托湘潭大学，
与中南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
沙理工大学、湖南先进传感与信
息技术创新研究院、国家超级计
算长沙中心、 江麓机电集团、国
网湖南电力等高校院所和重点
企业共同建设运行。 该中心旨在搭建
数学科学与数学应用领域的交流平
台，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装
备制造技术、 新能源与智能电网技术
等领域方向开展研究， 推进数学与工
程应用、产业化的对接融通，聚焦、提
出、 凝炼和解决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
务、重大工程、区域及企业发展重大需
求中的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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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助力 义务就诊

神经外科教授利用 5G 技术远程给居家患者看病。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 市州要闻

近日， 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
科开通了 5G 远程门
诊，免费给患者看病。
既方便了患者， 也减
少了医院人员聚集，
有效防控疫情。

郴州:3D打印技术协助抗疫

远程会诊 钟南山为湖南“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