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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帮车祸女子补救
“破碎的心”

原长沙经侦支队长胡志国被公诉
本报长沙讯 近日，长沙市监察委员会将原
任长沙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
队长胡志国（副县级）涉嫌受贿一案调查终结，移
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提起公诉。4 月 25 日，
市检察院以胡志国涉嫌受贿罪向长沙中院提起公
诉。这是长沙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立案调查并
移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第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经查，
被告人胡志国在担任长沙市公安局原郊
区分局副局长、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副局长、长
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长沙县公安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兼经侦支队支队长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
响，在刑事案件及治安维稳案件打探、公安内部车
辆牌照办理、
非法用地和偷税漏税处理等方面为他
人提供帮助或谋取不正当利益。1999 年至 2017
年，
被告人胡志国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子、
女儿（另案
处理）非法索取收受李某某、冯某某、李某等 14 个
单位或个人的财物、
港币、
现金等，
数额特别巨大。
长沙市检察院认为，被告人胡志国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周玉才

骑电动车与面包车相撞，
心脏破裂失血达全身一半以上；
多科医生联手创造奇迹
心脏破裂出血超过 300
毫升，
患者就会有生命危险。
20岁的朵朵（化名）遭遇车祸
后，
“ 手术评估出血总量达
3600毫升”
，
而体重55公斤的
朵朵全身血量也就 4400 毫
升左右。生命中总会有奇迹，
心脏快要停跳的朵朵，
经多科
医生的联合
“补心”
，
最终抢救
成功。

提醒

▲

该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杨继承判断，患
者有胸骨骨折，心脏破裂，心包压力显著升
高，胸腔里面已经充满了大量暗红色积血和
凝固血块，要寻找心脏破裂的创口，手术难
度相当大，同时还要面临心脏随时停跳的可
能，这对手术团队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一场与死神之间的较量马上展开。杨继
承边清理积血边寻找创口，很快找到了朵朵
心脏的破裂处——右心房有一处长约 1 厘米
的纵行裂口，大量鲜血不停地通过这个裂口
溢出。手术团队迅速为她缝合了心脏上的这
处裂口，
手术用时短，
出血得以及时制止。
紧接着，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蒲群旺为患
者进行了肝破裂清创、部分肝叶切除、止血、
结肠修补及肠粘连松解术，手术顺利，术后
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后续的观察和治疗。
“手术中评估朵朵全身总出血量已达
3600 毫升，她已经失去了全身一半以上的血
量。”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邓湘
辉说，按照人体正常血量占体重的 8%来计
算，
体重 55kg 的朵朵全身血量应为 4400 毫升
左右，
这种情况下能够抢救成功可谓奇迹。
记者吴雯芳 通讯员符晴

遇车祸外伤，
平卧勿动以免加重出血

“如果心脏破裂出血超过 300 毫升，血液
蓄积在心包内就会引起心包填塞，患者往往
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心脏骤停，
短时间内可能致死。很多类似患者来不及
送达医院就已经死亡，就算能幸存到达医
院，因为出血量大、病情危重，死亡率也是非
常高的。
”邓湘辉说。
邓湘辉介绍，心脏破裂是心胸外科最严
重的外伤，可引起急性心包填塞致死，该病
抢救成功与否主要与损伤程度、损伤部位以

及就诊时间、救治水平高度相关，迅速准确
地判断伤情并果断手术是救治的关键。所
以，伤后一定要送往有条件的医院救治，以
免延误抢救时机。
邓湘辉提醒，近年来随着交通事故等各
类意外事件的增加，该病发病率有上升趋
势，市民出门在外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如
果发生车祸外伤事件，要沉着冷静，尽量平
卧勿动，以免加重出血，同时，立刻拨打 120
急救，
及时送患者就医。

相关新闻

本报长沙讯 严重车祸导致心脏破裂、
肝破裂，当场休克昏迷……20 岁的朵朵近日
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她的头部、胸
腹部多处受伤，生命岌岌可危，被紧急送到
长沙市中心医院抢救。幸运的是，经过医院
严重创伤多学科救治团队的合力救治，朵朵
濒临“破碎的心”补救成功，目前已脱离生命
危险。
近日，朵朵下班后骑电动车回家，行至
汽车南站附近的一个路口时，与一辆快速行
驶的面包车发生猛烈撞击，因为惯性作用，
朵朵从电动车上“飞”出去后重重摔在了地
上，当场昏迷，随即被送往长沙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抢救。
“患者入院时，神志昏迷、面色苍白、呼
吸浅弱，持续休克，血压只有 55/30mmHg。”
该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邵启兵接诊后，立即
开通绿色抢救通道，启动由急诊科、胸心外
科、普外科、重症医学科、输血科等组成的严
重创伤多学科救治团队。经检查，患者有严
重多发伤、创伤失血性休克、心脏破裂伤、肝
挫裂伤，情况非常危重需立即手术，否则心
脏很快会停跳。

4 月 25
日 ，湖 南 省 人
民 医 院 ，贺 湘
玲教授伸出大
拇指鼓励患白
血病的小飞，
小飞也用大拇
指回应。
图/记者杨旭

“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男童患白血病，
因
“黑户问题”
陷入治疗费用困局

本报长沙讯 4 月 25 日上午，湖南
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病
房，4 岁多的小飞（化名）躺在病床上，该
院血液肿瘤科主任贺湘玲教授正在查看
孩子的病情。检查完后，贺湘玲伸出大
拇指鼓励患儿，
小飞也伸出大拇指回应。
小飞的爸爸叫朱新科，今年 40 岁，
在海南打工，小飞的妈妈负责操持整个
家。因为高烧不退，小飞被家人送到海
南当地医院。对于这种疾病，小飞并没
有概念，他只是感觉身体不舒服，嘴巴里
长了很大的溃疡。得知孩子患上白血
病，
一家人感觉天都要塌了。
在海南当地医院住了几天院后，近
日，小飞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求医，住
进了血液肿瘤科。如今，小飞正在接受
化疗，病情得到了缓解，可问题来了，对
于这个家庭来说，医药费是一笔昂贵的
费用。
“家属可以申请大病医保，在当地民
政部门还能报销一部分。”贺湘玲介绍，
小飞住进医院后，医生就提醒家属申请
大病医保，让他们意外的是，小飞没有上
户口，更别说医保。

原来，小飞的父母属于组合家庭，两
人没有领结婚证。让一家人着急的是，
他们通过网络筹集治疗费用，由于孩子
没有上户，出生证明也遗失了，目前筹到
的部分费用无法提现，
“ 孩子在东莞出
生，补办出生证明需要的时间很长”。
“治疗花的钱基本都是借的。”朱新
科坦言，自己在海南打工受了伤，近期都
没有上班，妻子平时在家照顾孩子。
“孩
子生病后，自家的一万多元积蓄已经花
光了，我们网上发动筹钱，现在筹了三万
多，捐钱的大都是一些亲朋好友，还有社
会上的好心人。”
朱新科说，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已经
和孩子做了亲子鉴定，等结果出来后再
回老家给孩子上户，
“但是等结果要半个
月，孩子的病怕是耽误不起”。
“儿童血液肿瘤 70%的孩子是可以
治愈。”贺湘玲表示，孩子化疗后病情得
到缓解，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会尽
100% 的 努 力 去 救 治 ，得 知 孩 子 的 情 况
后，他们也在四处想办法，
“ 我不想放弃
任何一个孩子”。
记者张树波 实习生刘芳龄

侵权
“中国黄金”
收到法院传票
本报长沙讯 郴州一家金店卖出的首饰带着
“中国黄金珠宝投资有限公司”，没想到因为“中国
黄金”四个字，金店老板收到了法院传票。4 月 25
日上午，省高院召开湖南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状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典型案例。
“这家公司在香港，我取得了它的授权，怎么
会构成对‘中国黄金’的不正当竞争呢？”对于“侵
权”，金店老板张某表示疑惑。张某的疑惑，省高
院给出了答案：在境外取得企业名称，即使其取得
程序符合境外的法律规定，按照知识产权的独立
性和地域性原则，在境内的使用行为仍应符合我
国法律规定，不得攀附其它企业名称的知名度和
商誉进行不正当竞争。
法官介绍，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
加大，一些经营者刻意规避我国企业名称登记审
查制度，在境外取得具有“合法外衣”的企业名称，
然后在境内不正当使用，本案制止了这种搭便车、
傍名牌的侵权行为。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陶琛

高速隧道口上方站了匹淡定的马
本报怀化讯 日前，省高警局怀化支队民警
在路面巡逻时，发现榆树冲隧道口上方站立着一
匹棕红色的马，而周边并没有看到饲养或寻找的
主人。由于担心马匹受惊高空坠落，民警小心接
近后将其牵离高速路段。
4 月 24 日下午 16 时许，省高警局怀化支队麻
阳大队民警巡逻至包茂高速 2116km 处的榆树冲
隧道时，发现隧道口的正上方站着一匹马，远远望
去，这匹马没有配鞍，也没有看到马笼头。但从马
匹的状态观察，这匹马比较安静，即便下方车流滚
滚也没有走动。民警估计它可能是从后山寻找草
料而来，或者人为驯养脱逃。
“车流量较大，隧道口的回音也大，万一马匹
受惊坠落，怕出意外。”4 月 25 日，执勤民警说，他
们在附近并未找到马匹主人，决定把马匹牵走。
该民警说，他踩着石缝爬上去后，发现马匹站立的
隧道口上方有一条小路通往后山。接近马匹后，
他看到马头有一根长绳掉在地下，他抓住绳子用
青草引诱马匹离开。 记者吴和健 通讯员龙思瑶

低头族颈椎变形就医时还玩手机

▲

本报长沙讯 如今，手机、电脑已成
为多数人的刚需品，有些人恨不得 24 小
时都“机不离手”。4 月 25 日，记者从湖
南省胸科医院获悉，29 岁的吴某因为过
度依赖手机、电脑，长期姿势不正确，造
成颈椎变形、弯曲。
吴某是一名设计师，因患肺结核在
湖南省胸科医院内二科住院治疗。入院
检查时，医生吓了一跳，除了咳嗽、咳痰
这些肺结核的症状外，吴某的颈椎、胸椎
变形弯曲，头不能抬起，背部也不能完全

每天一斤白酒，
90后走路像老人

直立。
“ 他白天上班就用电脑，晚上回家
就玩手机。”吴某的妻子王女士指着蜷缩
在床上玩手机的丈夫，不满地说。
4 月 25 日，该院内二科主治医师叶
星明说，吴某的颈椎、胸椎变形弯曲主要
是因为长时间低头使用手机和电脑造成
的，需要酌情接受脊椎变形矫正治疗。
目前，只能先给吴某治疗肺结核，帮助他
纠正不良生活习惯，待肺结核病情稳定
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记者张树波 通讯员杨正强 杨艳

本报长沙讯 28 岁的小喻是湘潭人，年纪轻
轻走路却摇摇晃晃，甚至要扶着墙，形态像 70 岁
的老人。家人担心他得了重病，带他经常往返于
各大医院就诊。4 月 25 日，记者从湖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获悉，小喻因长期酗酒，维生素 B12 缺乏导
致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
作为家中的男孩，
从小就接受了喝酒能成大事
的“启蒙教育”。8 年前，小喻开始无节制喝高度白
酒，
每天差不多 1 斤以上，
有时也喝 20 多瓶啤酒。3
年前，
小喻开始觉得身体不适，
感觉双下肢麻木，
乏
力明显，走路肢体动作笨拙，走路时感觉像踩棉花
一样，经常跌倒。苦恼的小喻每天闷闷不乐，借酒
消愁，
从早喝到晚，
经常以酒代食。两个月前，
小喻
行走更加困难，
步履蹒跚，
走两步就要蹲下来休息。
该院酒瘾网瘾中心主任周旭辉介绍，
小喻的病
因在于长期酗酒维生素 B12 摄入及吸收不足，
导致
维生素 B12代谢障碍，
从而出现神经系统变性。
记者张树波 实习生刘芳龄 通讯员杨俊 周旭辉

4 月25 日，
湖南省胸科医院，
患有颈椎变形的吴某在病床上仍不忘低头玩手机。
图/受访者提供

非法获取三一重工商业秘密被判刑

大学生赴外地捐献造血干细胞

3人成立公司生产销售雷同产品，
销售金额达2000余万元
本报长沙讯 近日，长沙县法院宣判了
一起案件，因为侵犯了三一重工的商业秘
密，彭某某等 3 人被判刑。据悉，该案系长
沙市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局成立以来办理
的第一起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4 月
25 日，长沙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情况暨涉产权典型案件。
据悉，自知识产权检察局成立以来，依
法办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208 件 392 人，其
中审查逮捕案件 138 件 266 人，审查起诉 33
件 89 人，对 37 件民事案件支持起诉、提请或
提出抗诉。
三一重工商业秘密案是该局成立以来
办理的第一起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彭
某某等 3 人以非法手段获取三一重工商业
秘密，并成立公司生产与三一重工公司产品
高度雷同的产品进行销售，销售金额达 2000
余万元。长沙市检察院依法对 3 名被告提
起公诉，4 月 20 日，长沙县法院一审判处彭
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50 万
元；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25

万元；判处蒋某某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
记者了解到，因为知识产权案件大量集
中在民事诉讼领域，长沙市检察院已对江中
制药旗下“猴菇”牌饼干被侵权案等 37 件侵
犯知识产权案件启动支持起诉、提请或提出
抗诉程序。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陈潇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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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山寨OPPO手机配件获缓刑
本报长沙讯 为了让生意更好，长
沙一家通信店老板王某进了一批山寨的
OPPO、VIVO 手机配件，转手以两倍价
格卖出去。4 月 25 日，记者从长沙市检
察院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案经长沙市
检察院提起公诉，王某涉嫌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被芙蓉区法院一审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
据介绍，王某分三次以共计 82000
元的价格从他人手中购进了三批假冒
OPPO、VOOC、VIVO 等注册商标的手
机配件，存放于宝南街中天通讯广场负
二楼的仓库内。随后，以进价两倍左右
的价格对外销售。
2017 年 1 月 17 日 15 时许，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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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某抓获，并对其经营的金马通讯行
门店及仓库依法进行搜查，查获假冒的
OPPO、VOOC、VIVO 手机配件共计 33
类 19466 盒 ，货 值 共 计 156443.5 元 。
2017 年 12 月 7 日，长沙市检察院依法以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王某提
起公诉。2018 年 1 月 9 日，芙蓉区法院
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被告人王某当庭表
示认罪，不上诉。
该案承办人告诉记者，此案的办理
系对我国自主通讯器材品牌的保护，此
外，
该案商品是现代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
的手机充电器、
耳机、
数据线等配件，
这类
仿冒产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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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4 月 24 日中午，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2016 级材料化学专业的苏金腾从深圳返回
长沙，结束了为期 6 天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之旅。
“捐献过程很顺利，自己身体还算壮实，没有感到
明显不适。”苏金腾说。
“2017 年，
我在流动献血车上捐了 400 毫升血，
还多留了 10 毫升样本加入中华骨髓库。
”
苏金腾笑
着说，
“没想到今年过年接到了粗配成功的电话，
当
时很激动”。23 日，苏金腾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被分
离出来后送往青岛，
那里有一个白血病患者正等待
着救援。
通讯员韩晓玥 邹敏 记者李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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