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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4
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

6小时
4分钟
1111月月1313日上午日上午1111点多点多，，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中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中
心外科监护室心外科监护室，，5656岁的罗某在岁的罗某在
护士帮助下护士帮助下，，正小口小口地吃正小口小口地吃
着苹果着苹果，，隔着玻璃隔着玻璃，，他向记者竖他向记者竖
起象征起象征““胜利胜利””的大拇指的大拇指。。

33天前天前，，一颗从广州某医一颗从广州某医
院飞抵四川的心脏院飞抵四川的心脏，，顺利移植顺利移植
进罗某的胸腔中进罗某的胸腔中，，顺利复跳顺利复跳。。历历
时时66小时小时44分钟分钟，，抢在了供体心抢在了供体心
脏最佳安全冷却血时间脏最佳安全冷却血时间66小时小时
的生命线上的生命线上。。

这是一次心脏供体跨省航这是一次心脏供体跨省航
空运输距离之长远空运输距离之长远，，耗时之长耗时之长
的心脏移植手术的心脏移植手术。。66小时小时44分分，，
是一个生命的离去是一个生命的离去，，另一个生另一个生
命的开始命的开始。。

9点03分
在广州医院的供体
心脏停止跳动，开
始灌注保护液。

9点50分
团队搭乘救护车赶
往白云机场。

9点15分
供体心脏成功取出
放入专门的保存液，
再放入专用运输箱。

10点40分
顺利登机。

13点13分
抵达双流机场。

11点20分
飞机起飞。

15点07分
心脏移植完成，
顺利复跳。

14点05分
救护车抵达省医院。

一颗人体心脏从广州飞抵四川
复跳了！

并非那么容易。“现在，每年全国的医
院做心脏移植手术不超过300例，但是
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超过10万。”黄
克力说，缺少供体，很多患者只能在漫
长的等待中去世。

幸运的是，11月9日，经中国人体
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分配，远
在千里之外的广州，一颗器官捐献者
的心脏，和罗某成功匹配。

考验考验
生死时速的奔跑

6小时4分 一个生命的重新开始

一般，心脏的安全冷却血时间为6
个小时，但供体心脏远在千里之外的
广州。此刻，时间就是生命。

11月9日晚，黄克力和团队成员就赶

到广州，原计划当晚7点进行供体心脏获取
手术，但因为供体的情况，获取手术推迟到
了10日上午。“原本计划是坐晚上10点的飞
机回，进行了第一次改签。”黄克力说。

10日上午，供体获取手术开始。
9点03分，供体心脏停止跳动，开

始灌注保护液。
9点15分，供体心脏成功取出，放

入专门的保存液，再放入专用运输箱。

9点50分，黄克力团队离开医院，
搭乘救护车赶往白云机场。

10点40分，顺利登机。
11点20分，飞机起飞。
13点13分，抵达双流机场。
14点05分，救护车抵达四川省人

民医院。此时，手术室已经严阵以待。
15点07分，心脏移植完成，顺利复跳。
黄克力告诉记者，按照原计划，9

点开始获取手术，所以团队预定了11
点50分返回四川的航班机票，但手术
比预期顺利，团队发现可以赶上11点
10分的航班，随即联系航空部门，再一
次临时改签机票。“航空部门对器官移
植运输非常支持，只要是运输需要，全
程都是绿色通道。”黄克力说，他们带
着运输箱一路狂奔，拼命想缩短任何
一点时间延误。原计划11点10分起飞
的航班，因为特殊突发情况，不得不延
迟了10分钟起飞。“机组工作人员告诉
我，除了空管部门协调特批航班最先
插队起飞外，飞行路线也经临时申报，
飞行的最短路线。”黄克力说。

一路生命奔跑，在四川省人民医院
手术室，当移植心脏顺利放入罗某的胸
腔，缝合血管，重新开放升主动脉，血液
流入受体新的心脏内，心脏竟然自行复
跳了！“我们都很激动！”黄克力说。

现状现状
手术次日就停机拔管

术后三天 患者开始自主进食

罗某的恢复情况，也让医护团队
感到高兴。11月11日，手术后第一天，
罗某就顺利地停止了呼吸机辅助呼
吸，拔除了气管插管，恢复了自主呼
吸。12日，罗某能靠着病床，短时间地

站立活动。13日早上，罗某开始进食，
记者采访时，他正在护士的帮助下吃
苹果。看到镜头，罗某隔着厚厚的玻
璃，向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黄克力告诉记者，心脏移植手术的
完成，是第一步，接下来，感染关、排异
反应关，都需要一步步攻克，现在，罗某
必须在严格的消毒环境内进行恢复治
疗。“顺利的话，他两周就可以出院。”

困难困难
移植器官短缺
是最大限制因素

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器官移植
研究所所长邓绍平介绍说，器官移植，
是现代医学最前沿、最重要的医疗技
术，通过器官移植，是医疗临床上挽救
患者生命的最后一个途径。随着医疗
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器官移植的医疗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覆盖面也很广。

但限制器官移植手术开展的关键
因素，在于移植器官短缺。

黄克力也介绍说，心脏移植手术
的难度，在心脏手术中并不算最难的，
考验的是主刀医生的手术经验，又快
又好又准，比如缝针，要保证一针都不
出血。难点在于，每年中国开展的心脏
移植手术不超过300例，但等待的患者
超过10万。肝、肾等器官移植，虽然数
量上比心脏移植手术稍多，但从比例
上说，移植器官的缺乏问题普遍存在。

邓绍平介绍说，现在，四川省人民
医院也在积极开展相关项目的研究，
例如异种移植方法解决器官短缺，目
前正是省医院的重点项目。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许媛
萍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医院提供

黄克力团队从双流机场赶回医院

这是一次心脏供
体跨省运输距离
之远，耗时之长
的心脏移植手术

忧心忧心
扩张性心肌病

药物维持治疗10余年
现在坚持不住了

罗某是成都大邑人，今年56
岁。2008年，罗某在当地医院确诊
扩张性心肌病，医生告知他，生命
可能维持不了5年。

“后来一直在我们医院进行
药物治疗。”心脏外科黄克力介绍
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脏内科、
心衰中心，通过药物维持治疗效
果较好，罗某的病情得以稳定。

但最近一年多，罗某的身体
状况开始恶化，多次发生心脏功
能衰竭，药物治疗效果差，“在我
们心衰中心，可能住一次院，回去
二三十天，又不行了，赶紧又来。”
黄克力说，当时，医生判断，罗某
的预期寿命不足1年。

连喘气呼吸都是困难的，更
不要提走路、上楼。这样的患者，
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心脏移植，成为最后一条可
行的路。但心脏移植供体的获得，

国际展商参展数量创新高
200亿元，
21个农业投资项目签约

近年来，四川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
推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成
效。以彭州市为中心的川西平原600万亩

“千斤粮万元钱”粮经复合产业带，是四川
主要的“南菜北运”和冬春蔬菜生产基地。

此次菜博会注重经贸洽谈、精准脱贫
与农业项目合作实效，是一次集“招商引
资、贸易洽谈、展示展销、行业交流、田园体
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绿色峰会”，吸引
了种业、育苗、初深加工、冷链物流、设施设
备、川菜名企、智慧科技等领域的国内外
400余家展商展示展销。荷兰、韩国、泰国、
意大利等国家展商“以菜为媒·交流互鉴”；
韩国、荷兰、意大利、泰国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举办主题日活动，全面展示

了菜博会开放办会的理念，增强了菜博会
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本次菜博会也成为办
会以来国际展商参展数量最多的一届。

11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四
川（彭州）蔬菜博览会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涵盖了农业投资、产销对接、战略合
作三类项目。蔬菜博览会期间共签订农业
投资项目21个，协议资金约200亿元；线上
线下达成蔬菜产销数量105.1万吨，协议
金额14.2亿元。通过此次项目推介与签约
活动，彭州为国内外农业企业、产业项目
搭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实现了参
会参展客商的互惠共赢。

农业专家齐论道
四川蔬菜“再出发”，
力争全国前三

地处北纬30°神秘地带的彭州，是一

个将梦想变成现实的地方，它用“西部菜
都”这个国家名片书写着一个个农业现代
化传奇：位于濛阳的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
中心是国家级蔬菜专业批发市场，是农业
农村部八大重点批发市场之一；在全产业
链进程中，2013年11月1日正式发布的“中
国·彭州（雨润）蔬菜指数”是值得书写的
一笔……

菜博会是四川现代农业对外交流合作
的窗口，不仅展示了四川蔬菜产业发展的
成果，还提升了四川蔬菜在全国的地位。在
彭州市举行的全省川菜产业发展推进会
上，作为我省建设“10+3”现代农业体系重
要组成部分的川菜产业启动推进，十年砥
砺，交出蔬菜蝶变考卷的四川定下新目标：
到2022年，全省川菜综合产值力争达到
3000亿元，产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三。

与此同时，菜博会期间举办的“智慧
蔬菜与产业转型升级高峰论坛”大会，汇
聚农业大咖，围绕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该何去何从，如何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的东风，如何让我国蔬菜出口更上一层
楼等话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对我国蔬菜
产业和国际蔬菜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深入浅出地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分析。菜博
会期间举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也将
为彭州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增添更多的
成功和喜悦。

文旅+蔬菜
助推菜博会升级新形态

“推窗即见绿，开门即见景……”当下
的彭州，有山有水，有白鹿小镇的音乐，也
有载着彭州人浓浓乡愁的小火车，各项国
际赛事体现着这座城市的自信、包容、和
谐、发展。第十届菜博会为彭州打开了“农
商+旅游”展览的新模式，营造了全新的田
园消费场景，为四川城乡居民开辟了观赏
田园美景、体验农耕文化、感受新时代农
村业兴家富人和村美新成就、品尝时令蔬
菜“盛宴”的秋游好去处。

蔬香园艺馆充满艺术气息，约120种
蔬菜和众多栽培模式，因菜制宜，巧妙组
合，塑造出蔬海梯田、祝福祖国、四季天
彭、农业四部曲、家庭园艺、“一带一路”等
主题景观，创意制作农耕人物、大熊猫等
趣味十足的雕塑形象，形成独具韵味的蔬
菜园艺景观；“蔬乡新风貌”影展区从不同
角度、不同时间，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
改革开放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彭州为
代表，再现四川乃至全国蔬菜产业的快速
发展和蔬菜之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川特
色民俗文化表演、川剧脸谱绘画体验等活
动趣味纷呈、酷炫十足；高科技含量超多
的智慧馆带你感受蔬菜“硅谷”的魅力；一
列满载着异域美食与风情的蔬菜文创火
车，成为菜博会上新的网红打卡点；集装
箱快闪店，加上田园创意集市，共同构成
本届蔬菜博览会田园办展的核心区域。

参观的游客在大棚中、广场上、菜地
里，可参与、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

如今的彭州，
将现代农业大地景观展现得精妙绝伦，
将四川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体现得

淋漓尽致。
未来的彭州，
精彩可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晓凤 饶颖
“品鉴彭州”供图

和我在菜博会展馆走一走
直到所有美景都看过了也不停留
走到“时空长廊”的尽头
坐在蔬香园艺馆的门口
蔬菜“硅谷”的震撼，萦绕在我心头
菜博，带不走的只有你

——成都版《菜博会》

不仅仅是
一个关于种菜的展会

11月 1日-7
日，第十届中国·
四川（彭州）蔬菜
博览会（以下简称
“菜博会”）在彭州
市濛阳镇中国·四
川天府蔬香博览
园蔬香广场举行。

作为四川省
唯一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农村
部和四川省人民
政府共同打造的
一个重要农业会
展品牌，“中国·四
川（彭州）蔬菜博
览会”已连续成功
举办了九届，本届
菜博会以“壮丽七
十年·蔬写新篇
章”为主题，围绕
“生态、智慧、融
合、开放”四个维
度，推行“田园办
会、以会带展、市
场运作、群众参
与”模式，通过实
景再造水旱轮作、
种养循环、林盘民
居，结合多媒体展
示，深入解读天府
农耕文化精髓。自
开幕以来，彭州现
代农业“火力全
开”，全方位展现
四川彭州农商文
体旅融合发展下
的乡村新风貌。

菜菜
博博
会会

菜博会十周年
彭州“农事”日新月异

彭州，距离成都市区25公里，四
季分明，立体气候明显，适宜于多种
作物生长，是成都平原的重要粮仓和
副食品生产基地，自古物产丰饶，农
耕经济发达。近年来，彭州更是不断
深入推动乡村振兴，形成了具有一定
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全国第
二个举办国家级蔬菜博览会的城市。

2010年，四川菜博会永久落户彭
州，历经10年发展，中国·四川（彭州）
蔬菜博览会已成为全川乃至全国的一
件必不可少的产业展销盛事。第十届
菜博会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的蔬菜基
地和蔬菜主题公园，以及全新规划建
设的彭州天府蔬香博览园，既有蔬菜
新品种、新技术和蔬菜历史文化，又
有蔬菜流通消费新理念、新模式，充
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彭州
蔬菜为代表的四川蔬菜产业的发展成
效和都市现代农业田园生态实景。

10年，彭州以菜博会为契机，完
成了一个从“区域性蔬菜产地”到

“全国性蔬菜产地+市场”的大跨
越，不断夯实中国“西部菜都”地位，
打造全国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地、国
家级农产品交易平台，成为成都现
代农业对外开放交流重要窗口。目
前，彭州莴笋全国销量第一，一天最
多销售上万吨蔬菜水果，莴笋、蘑
菇、大蒜……越来越多的高品质农
产品从彭州出发，发往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彭州蔬菜以“天然、生态、健
康、美味”的特点备受赞誉。同时，东
南亚的特色蔬菜也云集彭州。

蔬香园艺馆"四季天彭"主题景观

现场AI体验

手术中

正在恢复中的罗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