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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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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长沙一公司员工在巴基斯坦种水稻相关报道

我在巴基斯坦种水稻

湖南首家智慧病房落户湘雅医院
本报长沙讯 5 月 19 日上午，
“ 中国移动 5G
智慧病房应用示范项目”揭牌仪式在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标志着湖南省首家
智慧病房正式落户该院全科医学科。
“智慧病房的应用对医、护、患三方来说都有
极大的益处。”湘雅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张卫茹
表示，全息智慧病房整体解决方案整合智能软硬
件，通过以智慧系统（智慧医生/护士站交互系
统、智能病房呼叫系统、智能床旁交互系统等）为
核心的移动护理、护理管理、移动查房和护患沟
通及护理看板等的软件平台；以护士专用 PDA
为核心的工作站、交互大屏、门口屏、床旁平板终
端、智能输液监测系统（一床一平板一监测）和多
参数生命体征监测仪等智能硬件平台搭建智慧
病房，可解决医嘱执行、扫码核对、治疗收费、护
理文书、健康宣教和移动查房六大模块内容，实
现医护患一体化管理。
通过电子屏，患者及家属可随时了解每日的
诊疗计划、患教通知、护士提醒，并可查询检验检
查报告和账单明细。对于护理人员来说，医嘱智
能分解为 24 小时工作项，实现护理任务驱动模
式的智慧护理体系。对于医生来说，可提供移动
查房系统建立移动医生站，医生通过床旁屏刷工
作牌能随时查看患者的医嘱、检验检查报告单
等，实现医护协作一体化。
全息智慧病房整体解决方案的应用，可以实
现病房护理全场景的闭环管理及信息的互联互
通，开启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数据驱动的“人本
位”信息化、移动化和数字化新时代。
记者张树波 通讯员李梦琴 刘微

“万万没想到”
，
硕士毕业去种地；
袁隆平一席话让他选择农业

2017年，
代英男加入隆平高科国际业务部推广杂
交水稻，
每年有7个月的时间待在巴基斯坦。
他的抖音账号
“小代在巴基斯坦种地”
目前已经有
了16.2万粉丝。其中点赞最高的视频是一群黑瘦的男
人坐在水田里拔秧，
配文写道：
“工钱虽然便宜，
但是一
上午就拔了这么点。
”
在巴基斯坦推广杂交水稻感受如何？三年来有没
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带着这些问题，
潇湘晨报记者采
访了代英男。

本报记者王佳箐 长沙报道
大学三年级时，在湖南农业大学读书的代英男曾作为学
生代表采访袁隆平，袁老“要在田里找真知”的一席话让他决
定从事农业工作。
2017 年，代英男加入隆平高科国际业务部，开始了在巴基
斯坦推广杂交水稻的工作。2018 年 4 月开始，他用自己的抖音
账号“小代在巴基斯坦种地”记录海外生活，到现在已经有了
16.2 万粉丝。
然而，
在巴基斯坦推广种植杂交水稻，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国网湖南开展节能家电优惠推广
在巴基斯坦推广杂交水稻的代英男（左一）。图/受访者提供

第一年就吃了个
“大亏”
代英男忙活了大半年的实验作废了，一半的数据不具
有参考价值。这是 2017 年，他在巴基斯坦推广杂交水稻的
第一年。
此前，他将一块示范田的数据收集工作交给了 22 岁的
巴基斯坦年轻人 Yaseen，提前用一张 Excel 表格详细列出了
需要记录的内容，
“ 巴基斯坦人喜欢说‘OK’，我让 Yaseen
负责观察记录时，他也跟我说‘OK，OK’，那我想就是没问
题吧”。
水稻到了收割的时候，代英男来验收实验数据，一看才
知道，完全用不了。开花日期不是当天在田里观察记录的，
而是之后凭印象填的；测产时一般要求数 200 株水稻，误差
得控制在 1 到 2 株，但 Yaseen 可能数了 210 多株，或是少数了
十几株。
这样的状况在代英男的工作中时有发生，上百块示范
田遍布巴基斯坦，但最后示范效果能达标的只有一半左
右。
“ 巴基斯坦兄弟比较随性，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我们
会加班，早出晚归；他们没有这种想法，觉得开心最重要，钱
是挣不完的。
”

用短视频记录巴基斯坦日常
2018 年 4 月开始，代英男用抖音账号“小代在巴基斯坦
种地”记录海外生活，至今有了 16.2 万粉丝。他发布的视频
中，点赞最高的是一群黑瘦的男人坐在水田里拔秧，配文写
道：
“ 工钱虽然便宜，但是一上午就拔了这么点。”有网友在
这条视频下留言：
“第一次见坐田里拔秧的。”
代英男说，巴基斯坦种田工人的日薪只相当于人民币
15 元左右，而在中国，劳力价格几乎是它的 10 倍。但这也并
不意味着“物美价廉”，就他的经验而言，在中国一个人一天
能干完的活，
在巴基斯坦可能要两个人干三天。
3 年的工作经历，代英男碰到过各种困难：招用劳力时，
要在需要的人数上加三四个，以免耕作当天有人由于各种
状况缺席；种子在浸种催芽时，要提醒工人们及时翻动，否
则会受高温影响，一半的种子发不了芽，农场主是会来找麻
烦的。
除了在耕种过程中，两国的田间管理习惯不同，会带来
很多麻烦之外，让当地农场主尝试种植这样一个新品种也
困难重重。
用杂交水稻代替常规水稻，每亩田的成本要增加 100 到
300 元，
“这么说好像听起来不多，但是那些大地主家里都是
有几千，甚至上万亩田”。所以通常情况下，隆平高科会在
各个适宜种水稻的村庄都培育一块示范田，召集当地农场
主一起观测产量。一般来说，杂交水稻的亩产可以达到当
地常规水稻的两倍。
代英男的视频中，还有很多他在巴基斯坦的细碎日
常。赤着脚的孩子跟在插秧的父亲身后，一看见中国面孔，
都好奇地围过来。年轻的巴基斯坦小哥向他打听杂交水稻
的产量，
得知之后，
高兴得在水田里跳起舞来。

每年总要中暑两三次
在巴基斯坦工作，高温少雨的气候也是一大
挑战。进入夏季，当地气温通常都在 40℃以上，
最高甚至能达到 52℃。在田里走一天，袍衫反复
被汗水浸透，又在高温下晒干，等工作结束，衣服
上全是盐颗粒。
工作后不久，代英男就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中
暑，在床上躺了 3 天，头晕无力，不停出虚汗，
“当
时我也没经验，还以为是中毒了”。而在之后的工
作中，中暑几乎变成了常态，
每年总有两三次。
为了防止中暑，代英男和同事们出门时，都会
带上一桶 2 升装的矿泉水，还不够一天喝的量。
有人会往水里加糖、盐，代英男则是用板蓝根清热
去火，每天往桶里加上一袋。

餐桌上特意准备的筷子让他感动
巴基斯坦伙伴们的热情，代英男和唐伟刚到
巴基斯坦时就感受到了。
隆平高科在巴基斯坦现有 3 个基地，信德省
古拉奇镇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镇长 Sallam 是个
又高又壮的男人，一米八的个头，挺着又大又圆的
肚子，刚一见面，就像一座山一样抱住唐伟，把他
勒得快喘不过气。Sallam 的手掌也比唐伟的长出
一截，握手时还恶作剧地重重捏住，唐伟说，后来
再见面都不敢和他握手，只是从背后拍拍他，然后
赶紧跑开。
2018 年，唐伟一个人去巴基斯坦北部一个基
地培育杂交水稻，住在当地一户人家里。70 岁的
管家 Aslam 对唐伟处处照顾，空调坏了的那天，他
连夜送来风扇和冰块，
“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

在巴基斯坦，一些豪华城堡和千亩稻田旁，是
用树枝和枯草搭起来的简易帐篷，那里住着为了
打工而四处迁徙的贫苦人家。
跟随父母奔波的孩子，大多也是不上学的，有
时在田间地头乱跑，有时帮着父母插秧。代英男
曾偶遇了 4 个孩子，他们刚割下的青草几乎把小
推车淹没，
“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割草少年，如今
看到他们，心里确是莫名心酸”。代英男的父母以
种田为生，他也曾在割草时不小心伤到了手，直到
现在，他的左手食指上还有一道疤痕。
农学并不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专业，代英男是
辽宁人，当年高考报了湖南农业大学的这个专
业，读了 7 年书，拿到硕士文凭。和代英男同班的

潇湘晨报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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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个大学同学中，最后从事农业工作的只有七
八人。他有时也会自嘲：
“万万没想到，考上了大
学，离开了家乡，
毕业后却来到了巴基斯坦种地。
”
原本他也打算考公务员或是转行，直到大三，
他作为学生代表去采访袁隆平，当时他正处于迷
茫期，向袁隆平提出的问题是“农学的前景在哪
里”。直到现在，他仍然记得袁隆平的告诫，他说
这是让他决定从事农业的一个转折点。
那天，袁隆平说：
“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本，
但它也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行业，需要时间去沉
淀，需要人去付出。所以学农学不要太复杂，大
学生还是要坚持下田，在田里找真知，让学问提
升不止。”

链接

金牌理财师人气大票选名单出炉

“美食品尝”
“理财咨询”
“家政服务”
“文化创意”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主题与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凡是报名参与
的家庭均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获奖家庭还将获得活动
主办方所颁发的荣誉证书及“小小创业金”
。
记者了解到，本届社区文化节活动将涵盖金融、消
费、健康、汽车、建材、旅游政务等领域行业客户共同参
与，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开展，第一阶段线上部分
“新春理财季之金牌理财师人气大票选”已于 4 月完美落
幕，第二阶段线下“湖南省第三届社区文化节”社区落地
活动将走进长沙数十个社区开展，从 5 月启动至 7 月底结
束。与此同时，主办方还将借助潇湘晨报全媒体资源、网
络直播等多元化媒体渠道同步宣传报道，引导居民积极
参与其中，为社区活动增添活力。
记者卜盎 刘红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觉”。Aslam 喜欢和唐伟聊天，他不会说英语，就给
在外地上班的儿子打电话，
让他一句一句翻译。
Aslam 有时会问唐伟有没有结婚，跑这么远工
作会不会让父母担心，有时会向唐伟了解中国的
城市，问他当地有哪些景点。他告诉唐伟，自己曾
经去过上海，等以后有时间还要去北京玩，他很想
亲眼看看长城。但不幸的是，去年，Aslam 在一场
车祸中去世。
代英男在全国各地的村庄跑时，也总能遇到
对中国人格外热情的巴基斯坦朋友。巴基斯坦
人习惯吃手抓饭，但有一天，他去一个农场主家
吃饭，竟然发现餐桌上还摆着几双筷子，
“我也不
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但是这真的让我觉得特
别感动”。

至今仍记得袁隆平的告诫

第三届社区文化节邀你参加
本报长沙讯 一场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如
今，长沙市民的生活节奏已慢慢回归，让人期待已久的社
区活动也终于来临。
由潇湘晨报社主办、相关社区街道办、社区物业公司
联合举办的湖南省第三届社区文化节首场活动将于 5 月
23 日（本周六）在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公园里社区拉
开帷幕，本届首场社区文化节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将以
亲子为主题，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2020 爱你爱你闲鱼
集市暨垃圾分类”亲子活动，把社区文化与家庭文化有机
结合，
将社区活动打造成长沙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据主办方介绍，湖南省社区文化节自开办以来，已成
功举办两届，执行十余场大型公益性社区文化活动，本届
活动将为居民现场开展“旧物置换集市”
“免费健康义诊”

在炎热干燥的气候之下，巴基斯坦的乡村常
常沙尘飞扬。一天傍晚，代英男的同事唐伟在村
里等车，隔着一百多米，没看见车，先看见了被扬
起一二十米高的尘土，
“就像龙卷风一样”
。
还有一晚，唐伟卧室里的空调坏了，只好开窗
通风。在床上躺了一会，眉毛、眼睛上就全是沙
粒。最后，他戴着墨镜睡了一夜。
这样的气候也让当地人对雨水格外珍视，
代英
男在抖音里也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大雨倾盆，
风
把树枝吹得歪斜，
这是难得的清凉时刻。没有人去
屋檐下躲雨，孩子们还特意从树荫下走出来，光着
脚踩在泥水里。视频里，
一个巴基斯坦男人向代英
男招手，
邀请他一起享受雨水打在身上的感觉。

受疫情影响，目前投资市场已不复往日火热场景，不少投
资者对未来投资市场走向充满迷茫。为此，潇湘晨报在疫情期
间联合湖南省各大金融机构在线上举办了新春理财季之金牌
理财师人气大票选活动，理财专家们围绕“2020 年，我们该如
何投资理财？”主题，聚焦 10 大热门理财话题如保险、房贷、储
蓄、房产、国债等，进行深入浅出独家解读，为投资者们答疑解
惑，提供了最及时最全面的投资理财资讯与建议。
4月上旬，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中信银行、
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
长沙银行、
平安人寿等各机构推选了一位金牌理财师参加了线上人
气票选，
上万名市民参与了投票，
最终,中信银行理财师周茜以
“银行
理财巧搭配，
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为话题获得8万支持票数，
荣
获冠军；
兴业银行理财师张湘宜则以
“基金定投理财，
首选指数基
金”
为话题得到6万支持票，
获得亚军；
平安人寿李向荣以
“疫情过后
为健康投保”
为话题获近3万支持票，
获得季军。 记者卜盎 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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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在第 21 个世界计量日，国网
湖南供电服务中心组织各地市县公司开展的电
能计量推广活动，比往年更“接地气”。为持续深
化国网公司“电网连万家 共享电气化”活动，推
进电能替代及居民电气化水平，国网湖南供电服
务中心依托“5·20”计量日活动开展“节能家电
节”电器推广，线上优惠与线下推广同步进行。
线上方面，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微信公众号上
的“湖南电器专区”首页焕然一新，代表清洁能源
的淡绿色页面上，
“ 电器优惠券”链接广告在“世
界计量日&节能家电节”活动版面醒目呈现。参
与“节能家电节”活动的商品多达 46 款，市民们
只需用手机轻松一点，就可用获赠的 800 元现金
红包直接下单多款电器商品。线下方面，
各地市
县供电公司通过走进社区、
走进各地中小学校、
走
进大客户，充分利用营业厅、社区广场、居民小区
等场所灵活设置的宣传点人头攒动，现场摆放着
介绍平台活动内容的易拉宝广告，工作人员给市
民分发活动宣传单，前来咨询商城小程序操作的
市民络绎不绝。
据悉，
“ 湖南电器专区”平台“世界计量日&
节能家电节”优惠活动将从世界计量日起持续到
5 月 31 日。
通讯员黄宁 李相平

反复腹泻原是病毒性心肌炎作梗
本报长沙讯 腹泻半个月未好转，本以为只
是简单的胃肠炎，哪晓得会出现心功能衰竭。今
年年仅 26 岁、家住沅江市的刘先生正面临着生
命的残酷考验。
二十多天前，刘某出现反复拉黄色稀便，每
天达 4～6 次。同时感食欲下降，腹胀，并且偶有
恶心、呕吐。
“ 当时以为是简单的胃肠炎，就没有
管，自以为会很快好转。”不承想，刘先生腹泻持
续了一个星期，并且精神变差，全身疲乏，行走时
感到气喘。半个月后，刘先生感呼吸困难加重，
只能卧床休息。此时他家人才感觉不对劲，遂来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就诊。
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周启兵主任医师接诊时，
发现患者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心跳达 150 次/分
左右，
双下肢中度凹陷性水肿。完善胸腹部 CT 片
及血生化检查提示：
心脏增大，
心包积液，
双侧胸腔
积液，
腹水，
低蛋白血症。综上考虑患者存在病毒
性心肌炎、
心脏增大心衰，
遂立即收入心血管内科
监护室，行相关治疗。
周启兵主任医师指出，多种病毒可引起心肌
炎，其中以引起肠道和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感染
最多见。若出现长时间不愈的呼吸道及肠道感
染，需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诊治。
记者张树波 通讯员徐圣 徐珊

3D打印助乳腺癌患者获新生
本报长沙讯 58 岁的韩女士家住长沙市开
福区，两年前乳腺癌手术后进行化疗，一个月前
癌症复发，她慕名找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湖南省中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欧阳志副主
任医师，寻求进一步治疗。
依据韩女士提供的一系列资料和晚期肿瘤
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基本原则，欧阳志提出了方案
及建议：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针对其右腋窝包块
与腋窝动静脉的关系，作出肿瘤负荷评估，若需
再次手术，同时评估手术范围，做到术前准备精
细，手术步骤精准。
该方案得到了韩女士及其家属的赞同和医
院放射科支持。根据她的 CT 影像资料，医院 3D
打印技术团队利用 CT 三维重建的数据结构，
设计
出三维动画模型图，
构建出 1∶1的 3D实物模型。
“3D打印技术数字化三维模型能更直观、
更准
确地反应肿瘤病变的三维立体结构，
对临床医生的
诊断、
手术方案选择等有较大帮助。
”
欧阳志介绍。
日前，韩女士复查显示，肿瘤明显缩小，各种
症状也逐步改善。
记者张树波 通讯员何穰 欧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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