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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艰苦施技艺 砥砺前行博众彩
—记援赞医疗队员、市中心医院医生别国梁

爱在赞比亚·中国援赞第19批医疗队员风采录之十二

本报记者 任晓雯 通讯员 杜辉宇

别国梁是南阳市中心医院耳鼻

喉科的一名医生，当他跨入赞比亚，

他就决心要为中赞友谊增光添彩。

高超技术 赢得信任

别国梁被分配在赞比亚铜带省

边境城市恩多拉教学医院工作。

恩多拉教学医院耳鼻喉科条件

简陋，只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器械和

设备。科室仅有 1位刚果医生 DR
JoshuaKalwa，而且是位助理医师。
按照赞比亚的规定，助理医师是不

能做手术的，因此DR JoshuaKalwa
只坐门诊不做手术，如果有需要做

手术的病人均转至距恩多拉300多
公里外的UTH（赞比亚大学教学医
院）。因此，医院没有为耳鼻喉科安

排手术日。为了方便更多的耳鼻喉

患 者 就 近 就 医 ，他 和 DR Joshua
Kalwa一起争取到每周二为耳鼻喉
科手术日。

去年6月中旬，别国梁接诊了一
位年轻的姑娘，患者CT结果显示左
侧筛窦及额窦占位，肿物已进入眶

内，造成左侧眼球向外侧移位，左眼

球突出且复视症状严重。如果不尽

快手术，患者可能会很快失明。在反

复查看CT片后，别国梁与病人家属
沟通决定实施赞比亚首例鼻侧切开

手术。该手术具有一定的难度，加之

肿物已进入眶内，接近颅底，易损伤

眼眶内容物及脑膜，若视神经受损，

则可能导致失明。经过近两个小时

奋战，手术成功结束，患者家属感激

涕零。

首战告捷。但跟着考验又来了。

一位从恩多拉儿童医院转诊过

来的5岁鼻腔异物患者，曾在儿童医
院在局麻和全麻下做过两次手术，异

物均未取出。由于患儿病史长，医院

没有鼻内窥镜，根本看不到。小孩哭

闹不配合，这里又不能给小孩麻醉。

在国内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手术，但

在这里由于器械和条件的限制就显

得困难重重。只能靠经验、靠手感，

但别国梁最终将异物顺利取出。患

者奶奶万分感激地说：“Thankyou，
Chinesedoctor！”

自此，别国梁声名远扬。他凭借

高超的技术很快赢得了当地医生的

尊重与信任。

2018年3月份临近援外任务结
束 ，同 科 室 的 另 外 一 位 医 生 DR
JoshuaKalwa有一日给别国梁说，他
的邻居最近诊断为喉癌，希望别医生

能够帮助他。在赞比亚对肿瘤患者

一般活检确诊后就让病人化疗、放疗

等保守治疗，不做手术。别国梁让患

者把在外院做的CT、喉镜和活检结
果拿过来。别国梁仔细检查患者，反

复阅读片子，觉得患者目前处于喉癌

早期，手术效果好，不仅能够完整切

除肿瘤，还能保证术后患者生活质

量。于是就与患者沟通，患者及家属

一致同意。于是赞比亚首例喉垂直

部分切除术在恩多拉教学医院的手

术室成功开展，当地许多外科医生和

麻醉师来手术室参观学习，别国梁一

边手术一边给他们讲解手术步骤。

手术顺利结束。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拔掉了胃管和气管套管，竖起大拇指

对别国梁称赞。

克服困难 创新工作

在赞比亚当地医院工作，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这里不像国内器械设

备一应俱全，做起来得心应手。在这

里往往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

一天，别国梁接诊了一位当地患

者，确诊病人为鼻息肉合并鼻窦炎，

根据以往的经验，为保证手术效果，

考虑进行鼻内镜手术。但被告之恩

多拉教学医院没有鼻内窥镜系统，这

种手术不可能在这里完成。但当他

再次去手术室察看现有的手术器械，

看到这里唯一的一套尿道膀胱镜时，

不禁眼前一亮，告诉同事可以用膀胱

镜做。

但医院泌尿科主任坚决抵制这

种做法，并表明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耳

鼻喉科能用尿道膀胱镜实施手术。

最终，经过业务院长与泌尿科主任反

复沟通，才勉强用上了这套设备。

手术吸引了医院数位外科主任

及麻醉科主任前来观看。这例手术

是该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内窥镜系统

下行鼻窦炎、鼻息肉手术。在所有人

的注视下，病变被完整清除，整个手

术耗时短、创伤小、出血量少，手术非

常成功，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传授理念 无私奉献

在援外工作中，别国梁不仅引导

当地医生创新使用器械、设备，同时

也在理念上影响他们，为病人提供更

有效的治疗。

他接诊过一位甲状腺右叶多发

结节的病人，检查后发现最大结节

2cm*3cm，打算在全麻下行甲状腺
右叶全切除术加喉返神经探查术。

手术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结束

了。术后他给病人放置了引流管。

当地的医生不明白放引流管的作

用，要拔掉，他就耐心地给当地医生

讲解引流管的重要性。术后几天，

病人一切情况很好，当地的医生都

给他竖起大拇指称赞。别国梁又为

他们讲解示范了很多成熟的技术，

很多时候，忙得忘了下班时间。别

国梁乐于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也感

动了当地的医生，他们都夸别国梁

是最好的中国医生。

在赞比亚的这段日子里，在“不

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的支撑下，别

国梁按照医疗队队委的整体安排，先

适应，再工作，先融入，再去逐步影响

当地医生，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

队而不懈努力着。累累累12

南阳报业传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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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71.80平方米、
70.36平方米，每间结

构均为一室一厅一卫，

可前商后住，适合办

公、商用、开办教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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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均可。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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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新村门面房出租、出售信息

在直播中吃灯泡，裸露肢体进

行性挑逗；在短视频中用说唱详细

描述吸毒感受，爬上巡逻执勤的警

车踩踏，传播“未成年人怀孕生

子”……

近期，因大量传播挑战道德底

线甚至触犯法律的内容，快手和今

日头条旗下网络视频平台被主管部

门责令整顿。

如此低俗的内容何以能大行其

道？背后“推手”是什么？监管“落

锤”后网络视频业将何去何从？围绕

公众关心的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低俗恶搞打色情
擦边球，青少年是主要
受害者

不久前，在短视频平台快手上，

通过“晒”早恋早孕的“网红”杨清柠

和孩子父亲王乐乐吸引了上千万

“粉丝”关注。一时间，该平台掀起

了争当“全网最小妈妈”“全村最小

妈妈”的风潮，并通过算法推荐功能

推送给更多用户。

团中央下属机构日前发布的一

项调查显示，网络短视频的主要受

众群体是青少年，搞笑逗趣是短视

频吸引大批受众的最主要原因。

据记者调查，进行网络直播、发

布网络短视频的人群，一部分是以

此为职业，如网络主播等，以出位内

容博得眼球进而赚取收入，另一部

分则是出于新奇、炫耀等心理，折射

出当下青少年生活方式单一、心理

健康教育缺失、法律意识淡漠等

问题。

约谈、整改、下架，今年以来，主

管部门频出重拳，给一路狂飙的网

络视频行业踩下了“急刹车”。

2月，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关
停下架蜜汁直播等10家违规直播平
台；3月，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要求网
站不得擅自对原创视听节目作重新

剪辑、重新配音、重配字幕；4月，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网信办先后

责令今日头条、快手整改。

靠“吸睛”有平台
估值数百亿，沦为“低
俗的搬运工”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俗恶搞

的视频内容之所以能在网络空间大

行其道，与平台的纵容不无关系。

在资本的推动下，部分视频平台瞄

准“流量就是收益”的盈利模式，在

准入门槛和内容审核上降低要求。

据易观智库不完全统计，近三

年中国短视频行业发生的投融资额

累计超过136亿元。百亿资本进来
了，自然要求回报。艾瑞咨询的研

究报告显示，广告是现阶段短视频

行业的主要盈利模式。2017年短视
频市场规模达57.3亿元，同比增长
184%。预计 2020年短视频市场规
模突破300亿元。此前有消息称，在
今年完成新一轮融资后，用户规模

最大的快手市场估值将达到百亿美

元级别。

为了博取巨量广告收入，一些

视频平台打着“算法中立、机器推

荐”的旗号，不但不制止违规账号的

行为，反而通过重点推送、置顶显示

等方式，对低俗内容采取默许甚至

纵容的态度，被网民称为“低俗的搬

运工”。

快手CEO宿华近期表示：“算法
的背后是人，算法的缺陷是价值观

的缺陷。”

业内人士指出，监管重拳出击

不仅让视频平台追逐的流量大幅缩

水，更将影响其动辄百亿美元的估

值，而后者对平台的持续融资和发

展至关重要。

商业创新不能“无
底线”，严监管“护航”
健康发展

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的互联

网也不清净。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统计，各视频平台在2016年至少放

出了40部包含严重不良信息的直播
内容。去年4月，一男子网络直播枪
杀路人后，发布平台“脸书”也成为

众矢之的。

2015年法国政府宣布，互联网
公司需要为在其平台上发布的违法

内容负责。德国规定，2018年起网
络平台必须在7天内删除用户举报
的非法内容，24小时内删除或屏蔽
违法言论，否则将面临最高达5000
万欧元的罚款。

中国正在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

强国，应该为公众提供什么样的互

联网视听内容，成为摆在监管者和

所有从业者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题。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

心主任沈逸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

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包括商业创

新，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目前，部分网络视频平台已经

给出了整改措施。抖音表示，将进

一步提高内容审核标准，将6000人
的运营审核队伍扩大到10000人，并
且增加权威媒体内容的分发。快手

则与浙江大学合作定制“内容管理

操作手册”。

业内人士指出，在经历了飞速

发展和乱象整顿后，网络视频的未

来发展存在无限潜力。事实上，网

络视频也并不只是“秀场表演”，其

在政务、公益等方面仍有极大的价

值空间。⑥5 （据新华社）

直播吃灯泡说唱教吸毒，靠“吸睛”有平台估值数百亿——

网 络 视 频 业 乱 象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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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天津 4月 16日电
天文专家介绍，4月18日天宇将
上演“金星合月”美丽天象，在天

气晴朗的条件下，公众可一睹有

着“维纳斯”之称的金星与一弯娥

眉月相依相伴的迷人场景。

在众多行星合月中，以“金星

合月”和“木星合月”最具观赏性，

备受追星族的喜爱，因为金星和

木星分别是天空的第一和第二亮

星，即使在皎洁的月亮旁边也能

与之争辉。

天文专家介绍说，18日为农
历三月初三，当天傍晚时分，在深

蓝色的天幕下，人们会看到娥眉

月如同一艘银色小船，灿若宝石

的金星在月亮的右下方紧紧跟随

着它。

想要一睹这幕浪漫天象的公

众要抓紧时间观赏，因为在日落后

的一个半小时之内，它们就会双双

落到地平线以下。同时，这也是进

行夜间摄影的好时机，摄影爱好者

不妨走到户外一试身手。

天文专家说，金星属内行星，

有盈亏现象，有条件的公众用小

型望远镜观察它，会发现金星呈

半月形态，像一颗小月亮一样。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长庚

星”姿态现身的金星在太阳下山

后位于西北方低空，亮度－3.9
等，肉眼清晰可见。⑥5

“金星合月”天象
明日浪漫现身

本报讯 （通讯员王冠懿）郑

州·社旗商会日前得知社旗县一

高有贫困学生需要资助的消息

后，纷纷慷慨解囊，帮助困难

学生。

当日，郑州·社旗商会向社

旗县一高捐赠结对资助贫困生

资金 32.4万元，这是该商会自
2012年成立以来对社旗县开展
的第4次资助活动。据统计，该
商会 4次共捐助金额达 177.4万
元。⑥6

情系家乡教育
资助贫困学子

2018“人与自然”省青年美术作品展在南阳师院开展，展期7天 ⑥2
本报记者 陈大公 摄

我想中国人可能会更加开

放，或者说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

敏感，如果说他们可以用隐私换

取便利、安全和效率，很多情况下

他们是愿意的。当然我们也要遵

循一些原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

用户受益，而且他们又同意数据

可以被使用，我们就会去使用

它。这就是我们能做什么和不能

做什么的基本标准——日前，国

内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掌门人对

隐私问题发表的这番见解在业界

引发不同看法。

用户对隐私问题不敏感，是

应该引导他们对此敏感起来呢，

还是借坡下驴，引导他们用隐私

换取便利呢？

当前，在互联网蓬勃发展、人

工智能方兴未艾之际，企业既要

有“技术的潜力是无限的”信心，

更要有不能突破隐私保护底线的

敬畏。

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精准

营销，是不少互联网公司安身立

命的基本商业模式。既然用户数

据是互联网产业的本钱，那么保

护用户隐私就应该是互联网产业

的立身之本——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就应最珍视青山绿水。刑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

法等，对个人隐私保护均有明确

规定，在关键时刻，法律要敢于亮

剑，形成保护网民隐私的强力机

制。而互联网企业不论大小，都

不应试探法律底线。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公众越

注重个人隐私保护，反之亦然。

因此，当发现用户对隐私问题没

有那么敏感时，帮助他们提高隐

私保护意识，无疑更有利于构建

更高水平的商业文明。互联网

龙头企业更应该在保护用户隐

私方面率先垂范，尽全力提高用

户隐私保护意识，用更高的道德

标准创造良性的商业生态；若借

机过度索取并使用那些数据谋

利，则无益于提升我国互联网行

业整体安全基准，对行业健康发

展不利。

因此，不管用户愿不愿意，互

联网企业都不能因用户“没有那

么敏感”而在“隐私换便利”上动

太多念头。⑥6
（据新华社）

“隐私换便利”？慎行！

大爱无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