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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8日讯 还在“中国式”
坐月子？仅6月份以来，湖南省人民医
院介入血管外科就收治了十余名下肢
深静脉血栓产妇。该院医生提醒，坐月
子不能只“坐”，适当进行散步、瑜伽等
运动才是最好。

25岁的傅女士是湖南娄底人，10
月8日产下二胎宝宝后，按照家中老人
的交代，“坐月子”期间除了吃饭、上厕
所，其余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到了10月
18日， 她开始觉得左侧大腿根部有些
肿胀、疼痛，以为是躺卧时间长了血液
不流通，没太在意。可随后几天，疼痛越
来越严重，整条左腿都肿了起来，行走困
难，傅女士这才在家人的陪同下于10月
28日到当地医院就诊。B超检查发现：左
下肢深静脉广泛血栓形成，血栓随时可
能脱落进入肺动脉，造成肺栓塞，危及
生命，建议立即转往长沙手术。

当晚， 傅女士被家人紧急送往湖
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急诊科。介
入血管外科医生会诊后， 将其收入介
入血管外一科病房。 该院外科专家采
用微创介入手术取出血栓， 成功解除
“警报”。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辉 刘小芸 唐玲

本报11月8日讯 自动驾驶屡
上“热搜”，无人机航拍已成为时
尚新潮流，移动环境信号采集车、
家庭理疗呼叫机、 海洋应用普适
导航系统正在逐步实现……11月
15日-17日，以“空间信息应用助
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为主题的
第十九期钱学森论坛暨2019长沙
空间信息产业国际博览会（以下
简称“博览会”）将在湖南长沙举
行，诸如此类的“高大上”科技产
品，长沙人不用再去远方，在家门
口就可以欣赏。据悉，本届博览会
分为论坛和展览两大板块， 分别
于长沙现代凯莱大酒店和长沙红
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天上的卫星如何变成“千里
眼”， 替地面的我们感知世界，改
变生活？商业航天发展如何，普通
人距离“上天”还有多远？这些问
题即将在本届博览会上得到权威
解答。 本届博览会将邀请国家和
相关部委领导、25-30位空间信
息产业领域的两院院士及相关资
深专家参加。其中，第十九期钱学
森论坛将汇聚数十位院士及各领
域专家共同为我国空间信息技术
发展与应用出谋划策， 搭建国际
空间信息技术产业高端交流平
台， 为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
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D地图上， 城市的道路、建

筑、 人流和公共服务等实时信息
一目了然； 自然灾害来临前，遥
感系统及时观测， 推演决策，发
出预警……在本届博览会上，气
象、海洋、测绘、农林 、水利 、交
通、城乡建设、公共安全等诸多
领域的高科技产品也将齐齐亮
相，向大家展现空间信息技术如
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此外， 来到本届博览会，不
仅可以“仰望星空”，还能体验星
空下的纯正湖南夜生活———展
馆二楼特设湖南夜经济展区，地
道小吃、丰富游戏，为大家还原
夜市的火爆氛围，畅享湖南“不夜
城”的夜间生活。 ■记者 李成辉

下周去这里，不仅可“仰望星空”，还可体验纯正湖南夜生活

本报11月8日讯 86岁高
龄的弗里德·穆拉德， 是199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
主， 他在帮助与推动中国科学
事业的发展、 加强与中国科学
界的合作方面， 倾注了巨大的
热情和努力。今天，弗里德·穆
拉德教授做客湖南师范大学第
19届研究生“麓山论坛”，以“一
氧化氮（化学式NO，编者注）信
息系统和新药研发”为主题，为
该校学子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
术报告。

一氧化氮的保健方法可预
防心脑血管疾病

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
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 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获得者， 德克萨斯大学休
斯顿医学院弗里德·穆拉德教
授的科研成果与一氧化氮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发现一
氧化氮能促使心血管扩张，开
拓一氧化氮信息传递系统研究
领域，他获得1998年诺贝尔奖。

报告会上， 穆拉德的分享
也围绕一氧化氮展开。 他主要
阐述了一氧化氮的发现、 在医
学上的运用以及一氧化氮在治
疗心脏等疾病的新药研发。他
指出， 心脑血管疾病是一种中
老年人的常见病， 而一氧化氮
技术的应用， 可以有效改善心
脑血管发病的状况， 特别是可
以通过一氧化氮的保健方式来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发。“一
氧化氮疗法不仅能使人精力充
沛、身体强健、胆固醇水平接近
正常， 还能有效预防中风。”而
这种更安全、 可靠、 有效的疗
法，受到世界各地的广泛好评。

一群00后上演“追星记”

据悉，此次，穆拉德教授是
受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大
生命科学院院长印遇龙教授
邀请， 来为学子们作学术报
告。上午9点15分，距离报告
会开始尚有15分钟，不少学子
跑着赶来听报告。本来只能容
纳300余人的报告厅，挤了400
余名学生，大家都期待一睹诺
奖得主“尊容”。还有不少学生
拿着手机全程摄像，要记录下
这次难得的与“大咖”交流的
机会。记者发现，大部分来参
加报告会的都是大一或大二
的00后学子。该校生科院学生
刘颖说，穆拉德教授的名字在
专业领域十分有名，能够有这
样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十分难
得。“没想到他这么健谈，而且
精神矍铄。” 尽管穆拉德全程
用英语分享，但现场的交流并
未受影响， 在互动环节甚至
一度出现“抢话筒问问题”的
现象。

湖南师大副校长匡乐满教
授介绍，作为国家“211工程”
重点建设大学、国家“双一流”
建设高校， 湖南师范大学在生
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开展了大量
研究， 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
其是生命科学院院长印遇龙院
士团队所研发的添加剂产品在
国内畜禽养殖企业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匡乐满表示，希望
通过此次学术交流，弗里德·穆
拉德教授的团队能与印遇龙院
士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国际联
合实验室开展合作， 共同推动
一氧化氮在我国卫生和畜牧领
域的应用， 服务经济和社会发
展。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明明 黄林键

用NO，让你向心脑血管疾病说“NO”
诺奖得主穆拉德做客“麓山论坛”分享一氧化氮保健法，00后上演“追星记”

“中国式”坐月子让二胎妈咪差点丢命
提醒：适当进行散步、瑜伽等运动才是最好

“深静脉血栓是指血液
在深静脉腔内不正常凝结，
形成这种不正常血凝块的原
因通常是血液滞缓、 血液高
凝状态及血管壁损伤。”湖南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介入血
管外科专家向华教授解释，
久站、久坐、长期卧床人士是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高危人
群，其中尤以怀孕晚期、产妇
及骨科术后患者最为高发。

仅6月份以来， 湖南省
人民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就
收治了十余名下肢深静脉
血栓产妇。她们都和傅女士
一样，产后卧床少动，导致
下肢血液流动缓慢，不利于
静脉血液回流，同时孕产妇
本身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更

加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形成
深静脉血栓，血栓可能随着
血液流动至肺动脉，引起呼
吸困难、胸痛、咯血等症状，
危及患者生命，所以躺着不
动坐月子风险很高。

湖南省人民医院妇产
科学科顾问姚穗主任医师
指出，坐月子不洗头、不洗
澡、 不开门窗通风换气、不
下床活动，这些陈旧的“中
国式” 坐月子方式都不可
取。 产妇应尽早下床活动，
并在身体耐受的前提下，适
当进行散步、 瑜伽等运动，
最好的方法是少量多次，逐
步增加运动量和运动时间，
这样能增进下肢静脉血液
循环，防止血栓形成。

孕晚期和产褥期运动少导致风险高

现场

野生动物
栖息乐园

11月8日，长沙县
松雅湖国家湿地公
园， 一只鹈踏着浪
花掠过水面。 该湿地
公园是湖南最大的城
市生态湖泊， 如今已
成野生动物乐园。

记者 辜鹏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