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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潘霞

她是陕西省韩城市下峪口
煤矿一名平凡的家属协管员，丈
夫因突发脑溢血紧急入院，是单
位、邻里的关爱温暖了这个家。
这份暖意，她刻在心里。当偶遇
卖早点的妇女孩子生病，仅仅只
是“面熟”，为了救孩子，她跑回
家拿出了给老公治病的 1.3万
元。她就是让“信任”的种子开
了花的潘霞。

NO.2张爱玲

一条大枣积压求助的消息
出现在朋友圈时，西安的姐毫不
犹豫地选择信任。从自己掏钱
买 50斤大枣，到为了更多的帮
助求助人，毅然放弃营运帮忙
卖枣。

“没拿到货，先打了1400元
货款，只为让对方放心。”这就是
坚信选择信任，就会温暖他人的
西安爱心的姐张爱玲。

NO.3孙迎仙

第一次上门服务，因客户家
的旧门锁坏了，60元的保洁费还
没拿到手，她却掏了300元帮房主
换门锁。是客户把家里钥匙、地址
给她的这份来自陌生人的信任，让
她觉得心与心坦诚相待的珍贵。
她就是一句“我信你”，自掏腰包
帮房主换锁的家政员孙迎仙。

NO.4折欢

他是一名乡村教师，看到学
生无法凑齐课本费，他从生活费
中挤出 80元，替学生垫钱。老
师的一份温暖，学生铭记于心，
毕业前坚持给老师还了钱。“80
元的故事”道出了“信任”的可
贵，分享这个信任故事的是来自
榆林的乡村教师折欢。

NO.5何娟妮

身在外地去火车站途中，看
到有人骑车摔倒，她上前扶起送

医，却被误解委屈流泪，但她坚
信信任的力量。时隔多年，再次
遇到有人摔倒，她依然选择上前
扶人救助。在何娟妮看来，只有
信任，才能消除冷漠，选择信任，
就是播撒向善的种子。

NO.6 陈敏

1989年，她还是一名大二
学生，国庆节放假坐火车回家，
仅有的10元钱丢了。万分着急
下，一个男生帮她买了车票。返
校后，她辗转找到男生还了 10
元钱。陈敏说，30年的时光，“10
元车票”的故事，因为互相“信
任”依然动人。

NO.7 中铁一局社区

小区一居民因儿子定居广
州，一年有4个月不在家，选择将
家里钥匙交给社区帮忙照看。
拿到钥匙的社区工作人员，把这
份沉甸甸的“信任”，化成每一次
上门细心浇花、打扫卫生的使
命。这一群被居民称为“娘家
人”的是西安市碑林区太乙路街
道中铁一局社区。

NO.8李领旗

贫困学生无力交学费，只因
家长一句“我只信你”，乡村教师
李领旗向学校申请免学费；又因
校长“信得过你”，特批该生免除

学杂费。“信任让你我更美好!”是
周至广济初级中学李领旗从教
23年来一直坚定的信念。

NO.9李猛

5层高的旧楼，68级台阶，对
九旬的刘奶奶来说，回家是个难
题，他却背起老人爬了3次。每
一次，几乎是趴着上每一级台阶，
即便腰疼得直不起来，但只要老
人需要，他立即忘了酸痛，尽量将
腰弯得更低，只为让老人舒服一
些。他就是中铁一局社区祭台村
东院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李猛。

NO.10都向阳

外出乘车途中，偶遇家长因
2岁女童昏迷拦车，紧急情况下，
她半跪在座位上抢救孩子。到
达医院后帮孩子找医生，又交了
1000元住院费，直到孩子病情稳
定才悄然离开。面对道谢，她说
这是一个母亲，更是一名医护人
员的本能反应，也是人和人之间
相互信任的举动。她就是延安
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护师都向阳。本报记者郑伊琛

目前，陕西520公益季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有一项
是10万元公益金资助20名贫困生，受助学生与“信使”结对子。
之前，3月19日，三秦都市报、三秦网、公益记者公众号联合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面向陕西省征集10个关于“信任”的故事，通过“信
使”之手将10万元“信任构建未来”公益金，用于定向资助贫困学
生。活动启动后，读者纷纷报名分享“信任故事”，争当“信使”。经
过筛选，陕西十大正能量“信使”名单出炉。

昨日，西安市教育局公布今年中考体
育艺术特长生招生方案明确，中招体育特
长生招生项目为16个，比去年多增加一个
棒（垒）球项目；艺术特长生招生项目仍为6
个。城六区特长生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普高
控制线60%。

城六区和国际港务区、高新区（仅含
原雁塔区划入学校）、西咸新区（仅含原未
央区划入沣东新城地区学校）特长生报名
审查通过的考生，必须参加西安市级专业
考试。五区二县制定本区县特长生专业考
试工作方案，报西安市中招领导小组备案后
自行组织实施。跨区域“市外省内”考生在报
考学校现场报名后，由招生学校负责其专业
考试，并将考试合格考生信息报所在区县教
育局和相关开发区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区
县教育局和相关开发区教育行政部门须将
审定名单报市中招领导小组备案。

拟报考特长生的考生，市级专业考试
合格者，按照招生项目与学生报考专业一
致的原则，向招生学校提出申请，招生学校
根据所需项目与考生达成意向。招生学
校可根据情况组织校级专业测试，学校不
得拒绝符合条件的考生参加本校组织的
校级专业测试，不得跨项目达成意向。招
生学校拟录取达成意向考生比例不低于
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计划的80%,未达到
此标准的学校，所在区县和学校要提供书
面材料说明具体原因。达成录取意向的
考生，必须在网上填报志愿时在“体育、艺
术特长生”相应栏目中填涂与达成意向学
校一致的志愿信息。未填报意向学校或
填报其他学校的考生,将不予录取为体育、
艺术特长生。 本报记者张彦刚

陕西十大正能量“信使”名单出炉

项红军 倾肝沥胆护佑生命

第一次访问项红军主任，
是得知他刚刚救治了一位不慎
坠楼的5岁女孩。讲起孩子的
病情，项主任一脸的凝重，言语
中透出的是对小患者的担心和
爱护。作为一名普外科医生，
他的性情更显得温和谦逊，内
敛低调。一个劲地说，没什么
好宣传的，做的都是本职工
作。这就是西安大兴医院普外
／肝胆外科主任项红军留给笔
者的第一印象。也正是他，从
原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医院
博士后出站后，选择回到培养
他的第二故乡——西安，擎起
西安大兴医院普外／肝胆外科
的大旗，成为该院引进的首位
博士后专家。

项红军，西安大兴医院普
外／肝胆外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原第四军医大学肝胆外科
博士、原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
胆外科医院博士后。熟练开展
腹部各类疑难肿瘤手术，三甲
医院肝胆专科工作20年以上
经验，擅长肝癌、肝血管瘤、胆
管癌、胆囊结石、胆管结石、胰
腺癌、胃癌、结直肠癌、门脉高
压、脾切除及急性胰腺炎等的
外科和腹腔镜微创治疗及甲乳
手术疾病诊治。

学海无涯勤奋作舟
“当年考军校，主要还是考虑可以减轻

家里的经济负担。”项红军告诉笔者。1991
年，项红军以优异成绩考入原第四军医大
学临床医学系。深入学习医学知识后，项
红军越发热爱这份工作，也逐渐认识到
——医生不仅要会治病，还要懂得尊重生
命，能够创新、改革、推动医疗行业的发展，
而要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不断地学习。

经过临床工作的锻炼，2000年至
2006年他再次攻读原第四军医大学硕博
士研究生。“我在研究生期间主要在临床工
作，在学习掌握肝胆外科相关理论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临床实践，从而使得临床思
维更加正规化。”项红军回忆说。2015年，
为了继续钻研本专业前沿技术，42岁的项
红军决心拖家带口来到上海，在东方肝胆
外科医院做博士后工作，从事肝癌规范化
诊疗和肝纤维化机制方面的研究。

无论是在大学校园还是在工作单
位，项红军都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地向老
师和同事们学习，博采众长。读研时，他
跟着导师从基础工作做起：跟随查房、管
理病人、上台手术，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
时不忘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用自己的
勤奋敬业和善于观察和思考，在肝胆外
科疑难手术面前勇于创新，掌握了一个
又一个高难度的手术，攻下了一个又一
个难关。遇到复杂病人，哪怕技术复杂、
有风险，但只要可行和较安全，可以减少
病人的巨大创伤和痛苦，他都想方设法，
通过技术创新解决这些疑难问题。项红
军提到肝胆脾胰的手术操作虽然相较于
心脏、大脑的手术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
却需要十分精细。到目前为止，项红军
完成肝癌等各类手术1000多例，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病人满意，同行专家认可。

不辱使命“镜”到病除
“在所有的专科里，肝胆外科‘压力

山大’。别的科只管一个脏器或一个系
统。而我们要负责肝、胆、脾、胰四个非常

关键的脏器。”项红军介绍道。据了解，由
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特殊性，肝胆胰脾外
科手术难度大、风险高。但在过去，受技
术限制，很多手术都需要开腹，这对于高
龄、危重病患者来说，无疑创伤大风险
高。他将腹腔镜技术更多地应用于肝胆
胰手术中，开展了经腹腔镜胆囊切除、胆
总管切开取石术。“经腹腔镜胆囊切除、胆
总管切开取石术相比传统技术，不仅切
口小、住院时间短，同时，患者出院后还无
需带引流管，这就减小了患者的创伤和
术后的痛苦，效果更好。”

项红军主任说，目前肝胆外科针对
肝恶性肿瘤已开展腹腔镜（微创）手术肝
部分切除术、肝左叶切除术，一般临床病
型中单纯型预后最好，硬化型次之，炎症
型最差。换言之，临床有明显肝硬化者
预后较差，如肝功能有严重损害者预后
更差。癌细胞分化程度越好其预后也较
好，单结节、小肝癌、包膜完整、无癌栓或
癌细胞周围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者，预
后较好；行根治性切除、术后AFP降至正
常值者，预后也好。当然，最好能对原发
性肝癌进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
治疗，一定会进一步改善肝癌的预后。

50岁的王女士来到了西安大兴医院
急诊就诊时，病情尚未诊断清楚，王女士
竟休克了。经检查，王女士已经出现急性
肾损伤出现多脏器衰竭的迹象。项红军
来会诊时根据多年的治疗经验怀疑王女
士可能是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一边
抢救王女士一边为其进一步检查。随后
确诊为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将王女士
转入ICU。项红军告诉家属，急性出血坏
死型胰腺炎是急性胰腺炎的一种类型，系

由急性水肿型胰腺炎病变继续发展所
致。项红军主任表示，王女士胰腺因出血
和部分坏死，出现胰液反流，消化了胰
腺，造成胰液的外漏，并且胰液开始消
化周围的组织器官。肝胆外科为王女
士进行了胰液引流等相关治疗。然而
这仅仅是序幕。“这个病治疗会经历三
个时期。”项红军介绍道，第一个时期（急
性发作期）；第二个时期（脓肿形成期）；
第三个时期（残余感染期）。最近王女
士再次入院，目前是她的第三个治疗周
期，因为残余感染使她一直处于发烧状
态，为防止炎症因子进入血液，她还需
要接受进一步治疗。而这次的疾病竟
然是因为王女士的胆结石造成的，更进
一步证实有病的胆囊要及时处理。

许多人认为在当代腔镜手术发展
十分成熟的情况下，胆结石手术应该是
个“小手术”。项红军主任表示，腔镜下
胆囊摘除手术使患者受罪少了，康复更
快了，手术时间大大缩减，但是不代表
它就是个“小手术”。如果胆囊体内分
离不当，医生没有很准确地辨清胆囊三
角结构与结石所在部位的结构，就会使
患者术后受很大罪，出现胆漏、胆总管
损伤都会影响患者术后的康复。

医者仁心大爱无声
他对每一位病人都是嘘寒问暖，一边

安慰和鼓励病人及家属，一边认真询问病
史，仔细查体，反复斟酌病情，为病人制订详
细的治疗方案。他笑着说：“病人不远几百
里来找我看病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不能
辜负他们的信任啊！农民挣个钱不容易，
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能不做的检查就不
要做，能尽早开展的手术就不要拖。”

今年3月，年仅5岁的小紫，不慎从4
楼的家中阳台摔落紧急送往医院。肝胆外
科主任项红军博士见到孩子时，孩子满身
是血，经查体，摔伤造成孩子肝脾胃胰腺严
重挫伤、肠系膜根部及腹膜后巨大血肿
等。情况十分危急，在没有家人陪护的情
况下，项主任果断决定，开通医院的绿色通

道，先行检查并紧急准备手术。20多分钟
后，孩子就送到手术室。家长赶到医院时，
手术已经开始了。经过2个多小时的抢救，
小紫的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小紫的妈妈激
动地泪流满面。后期的治疗和复查，她坚
持找项主任，她说在项主任这儿治疗放心。

“胆结石、梗阻性黄疸也是我们日
常接诊较多的患者。”项红军主任说，尤
其是梗阻性黄疸是肝胆胰脾里目前发
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患者多为40—50
岁偏胖的女性。此外，很多患者关注胆
结石手术的相关问题。越来越多的人
在体检中发现胆囊有结石，“结石没有
超过1CM可以先观察不做。”对于大家
的这个认知，项红军表示这是错误的。

“我们不以结石大小论手术的必要性，
其实很小的碎石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
果。”项红军提醒道，患者年龄在50岁以
上发现有胆结石就可以进行择期手术
以免“石头”滑入胆道、胆管诱发其他更
严重的疾病。目前科室开展了腹腔镜
胆囊切除术、胆总管探查、取石、T管引
流术、腹腔镜下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
术。手术受益患者最大年龄为94岁。

“医生一把刀，病人一条命，手术室
里只有直播，没有彩排！”从医20多年来，
项红军始终把“名医名家名刀”作为自己
的追求，苦练医学技术，勇攀医学高峰。
就这样，怀着一颗仁者之心，用他的巧手
与仁心，为患者带去希望。他从未忘记
善待生命的承诺。他从不在乎病人找他
看病的时间是否合适，只要病人找到他，
吃饭、休息等其他活动，都要以看完病人为
前提。他始终铭记自己的从医誓言：“大医
精诚、倾肝沥胆”。文/梁红娟 图/阮班慧

他们播撒着向善的种子 城六区特长生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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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公布中考体育艺术
特长生招生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