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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引进后防核心舒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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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走进河南郑州二七区第 4119031009 号实体店的购彩
者，都会被店内一面照片墙所吸引，墙上贴的不是中奖票，而是一张
张的笑脸。“这是我们给登封的孩子们去送书，这是我们给环卫工人
送棉衣……”当有人在照片墙前驻足问询，照片的主人邵环会跟大家
讲述这些照片的来历。

代销者邵环，她的体彩人生，公益是主题——
在加入体彩大家庭之前，邵环开过饭店、卖过服装，也开过公

司……2004年，她为了照顾父母，结束八年的北漂生活，回到了老家
郑州。

“我想找一个既能照顾父母，又能对社会作贡献的工作。”2004
年，邵环成为一名体彩代销者。

加入体彩大家庭后，邵环对体彩的公益属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体彩对社会做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公益金用途那么广泛。每次河
南体彩郑州西区分中心组织公益活动，邵环都积极报名，为山区贫困
学校捐赠快乐操场，为登封山区孩子送温暖的睡袋、学习用品，看望
汝州脑瘫儿童医院的孩子们……她的公益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参加体彩分中心组织的公益活动，让邵环的内心受到很大触
动。“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得再多一点。”2015年，邵环在自己的店门
口摆上了爱心衣物免费领取的牌子，接收市民捐赠的爱心衣物，经过
专业的清洗消毒后再免费发放给低收入人群。为了清洗这些衣服，
洗衣机都洗坏了好几台。她在实体店后院单独空出一间房子洗衣消
毒、晾晒。

一个月、三个月、一年过去了，洗衣机一直在转，小店“中转”的爱
心衣物越来越多，这位老大爷对邵环竖起大拇指，“他现在没事儿就
来店里逛一逛，偶尔买几注彩票，说自己也要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
力。”邵环笑着说。

从2015年至今，邵环收到的衣服和物品有3万多件，其中在她的体
彩实体店发放出去1万余件，运往西藏、山西、登封、新密等地的贫困山
区1万余件，在郑州的爱心墙、工地农民工居住场所发放1万余件。

逢年过节，她还会在店门口展开爱心活动，端午的粽子、八月十
五的月饼、春节的春联，发给那些辛苦的环卫工、低保人群。她还先
后发起邵妈妈顺风车、光山贫困学校物资捐助、鲁山困难家庭帮扶、
渐冻人进京圆梦、爱心走进西藏山南贫困学校、为鲁甸灾区募集物
资、为郑州马沟民族儿童福利院筹集物资、郑开马拉松志愿服务、贫
困学生一对一帮扶、筹建爱心图书室、敬老爱老夕阳红、公益暖冬行
等近百场活动。

2020年中秋，邵环和其他55位体彩代销者在体彩分中心的组织
下成立了“郑西体彩乐善团”，经队员投票，邵环担任乐善团团长。

“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善良的小火苗，这些公益活动帮助大家
点燃爱的火焰。我们希望通过乐善团把有责任感有公益心的代销
者聚在一起，开展体彩公益活动，将体育彩票的公益属性更广泛地
传播。” （丰佳佳）

建业主帅哈维尔（左）给舒尼奇布置战术。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李悦）正当河南建业因为俱乐部改名一事而引发诸多
风波之际，风口浪尖上的球队管理层却依然没有忘记自身的职责。经过
与北京国安俱乐部友好沟通，1月2日，河南建业俱乐部正式宣布，前国安
外援托尼·舒尼奇将正式转会加盟。

今年33岁的舒尼奇，司职中后卫，身高1米 94的他曾先后效力于德
甲斯图加特和俄超莫斯科迪纳摩等俱乐部，并曾作为主力中后卫代表波
黑国家队出战了巴西世界杯。在 2020年 10月，舒尼奇正式转会北京国
安，随后在中超第二阶段被租借到了建业俱乐部。

舒尼奇来到建业后，迅速提高了球队的防守能力，6场比赛全部首发登
场，成为球队最终保级的关键性人物。其个人能力和职业态度也得到了主
帅哈维尔和队友们的肯定。由于双方的首次合作都比较满意，在赛季结束
后，建业就开始了舒尼奇的引进工作，并最终与北京国安达成了转会协议。

舒尼奇的加盟，在巩固了球队后防的同时，也丰富了建业的技战术打
法。原本被限制在后卫线的王上源，可以解放出来与伊沃、周定洋组成新
的中场铁三角。还能有效解决伊沃被冻结后，建业的中场组织问题。

此外，在舒尼奇身边，小将牛梓屹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上赛季，正是
有了舒尼奇的帮助，初登中超赛场的牛梓屹得到了极好的锻炼，个人能力
和自信心也有了很大提高，展现了未来球队后防核心的潜力。

据了解，随着新赛季中超赛程的基本确定，主帅哈维尔也制定出了建
业新赛季的备战计划。目前，建业一线队的所有外教都已经回到中国，在
完成核酸检测后，正按照相关防疫要求进行隔离。根据哈维尔的备战计
划，建业一线队的冬训将围绕春节分为两个阶段。球队在1月 15日重新
集中后，前两周将会在中牟基地进行恢复性训练，随后球队将前往海口观
澜湖基地进行第一阶段的技战术磨合。而春节假期后的第二阶段集训将
主要在中牟基地进行，球队也计划前往南方城市和其他中超球队进行一
到两场友谊赛，以检验一下冬训的成果。⑥9

2019—2020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联赛高中男子组总决赛 2020
年 12 月 29 日在广西梧州体育训
练基地落幕，郑州市第二高级中
学队点球 1∶2 遗憾负于中国人民
大学附属中学队，获得亚军。在
三、四名的争夺中，河南省实验中
学队 2∶0战胜长沙市雅礼中学队，
获得季军。

本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
赛高中男子组总决赛由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于 2020年 12月 20日开幕，
采取赛会制，共分小组循环赛和交
叉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比赛为期
10天。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高

中男子组最高级别赛事，本次总决
赛共有 24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
男子足球劲旅参赛。郑州九中队
闯进十六强，并通过点球战胜长沙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队，获得第九
名。河南省实验中学队苏鑫荣获
最佳领队，河南省实验中学队队员
刘纪祥荣获最佳守门员。（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从省重竞技运动
管理中心获悉，2020全国男子拳击冠军赛及
女子备战奥运会拳王赛 2020年 12月 30日在
海南白沙国家体育总局南方训练基地结束，河
南拳击手阮木兰在女子 57公斤级决赛中战胜
对手，夺得冠军金腰带。

阮木兰22岁、身高163厘米，是2018年全
国冠军赛的亚军，而她的决赛对手、云南女将
和桂芬是2019年全国锦标赛的亚军。

这是一场“攻击型选手”之间的较量，个子
不高的阮木兰冲击力和攻击性非常强，行话形
象地称之为“打拳往里扎”。本场决赛，阮木兰
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良好状态，拳台上始终抱
紧拳架、严谨防守的同时，进攻手段细腻、灵活
多变，出击清楚、快速准确。随着比赛的进行，
阮木兰渐渐将比赛带入自己的节奏，不仅越打
越放松，还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多次将对手
逼到角落。持续的进攻压迫，甚至令来自高
原、以体能充沛见长的和桂芬都有些体力不
支。最终，阮木兰令人信服地赢得比赛，捧起
冠军金腰带。阮木兰的出现，也让中国女子拳
击在 57公斤级这个级别上，除了河北名将尹
军花之外，有了更多的选择。

阮木兰夺冠后，加上韩雪振在男子 91公
斤级、郑璐在女子 75公斤级夺得的两枚银牌
以及赵毅锟在男子 57公斤级和张博雄在男子

69公斤级夺得的两枚铜牌，本次比赛，闯进四
强的河南拳击手共收获 1金、2银、2铜。河南
拳击手在本次比赛中的亮眼表现，赢得了多方
赞誉。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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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二届“医德医风”标兵系列报道··——

□李淑丽 乔海洋

周红刚，一位普普通通的外科医生。
一个大胆的决定，使周红刚不再

普通，在我国脊柱内镜微创治疗领域
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参与编辑及主编专著各一部，三
项技术填补国内外空白，带领团队完
成院内外脊柱内镜微创手术逾2万例，
组建了全国第一个跨省椎间盘病专科
联盟，目前，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以
下简称“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已从省
内一流发展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

2020年 11月 6日，从省卫健委传
来喜讯，周红刚获得第二届河南省医
德医风标兵荣誉称号，据了解，我省只
有10人获此殊荣。11月 25日再传喜
讯，周红刚荣获2019—2020年度河南省
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优秀学科带头人。

一位医者的智慧

智者是发展道路上的明灯。
在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的发展

中，这个明灯就是该中心主任周红刚，
他用敏锐的洞察力和睿智的前瞻性思
维方式，确定了中心的发展方向，开创
了一项又一项奇迹。

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最早成立于
1998年，前身是疼痛科。当时我省有
上百家医院在做椎间盘病治疗，如何
在夹缝中生存，寻找一条突破之路，是
当时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走差异化道路是他们当时唯一的
选择，在中华医学会骨科学术会议上，
脊柱内镜技术的精准定位、预后好、适
应症广，且立竿见影的临床治疗效果，
使他心头一震。当机立断，决定将疼
痛科更名为椎间盘中心。

此后，椎间盘中心屡创佳绩。
2010年，椎间盘中心成功开展了

我省首例“脊柱内镜下腰椎椎间盘摘
除术”。目前，已完成2万余例手术。

2015年，突破颈椎，完成了脊柱内
镜下颈椎微创技术，此手术风险高，国
内尚无先例。

2016年，勇闯“禁区”，完成了国内

首例脊柱内镜下胸椎微创技术。经皮
内镜治疗胸椎管狭窄症技术、经后路
宽通道技术治疗颈椎病、腰椎椎体侧
方间融合和椎间孔镜复合技术，均为
国内外首例。

在国内外率先实现了单纯腰椎椎
间盘摘除术的1.0技术，椎管狭窄骨性
减压的2.0技术，内镜技术颈胸腰椎全
脊柱覆盖的3.0技术，腰椎退变镜下融
合的4.0技术，在传承脊柱外科传统治
疗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脊柱内镜
微创技术迅猛发展，提高了脊柱微创
治疗精准度、安全性和远期疗效。

千位医者的征途

万人划桨开大船。
为了使更多医者了解并在临床中应

用这门技术，使更多患者受益，有着大胸
怀的周红刚，带领他的椎间盘中心技术
团队，开始了新的征程，使近万名医者主
动走向学习脊柱内镜治疗技术的征途。

2015年，椎间盘中心承办了全国
脊柱微创新技术研讨会暨中原第三届
脊柱内镜学术大会。

2016年，全国脊柱微创高峰论坛
由椎间盘中心承办。

2017年的第二届上海十省市微创
脊柱联会也由椎间盘中心承办。

2019年，由椎间盘中心承办的河
南省物理医学学会椎间盘、肌骨疼痛
专业委员会成立暨脊柱内镜新技术研
讨会，数百位同行参会。

与此同时，椎间盘中心与国内外
先进微创技术对接，多次受邀登上国
际舞台和国内大型会议，并在大会上

发声，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医者的声
音。并先后有美国、伊拉克、巴基斯
坦、印度骨科专家及北京、上海、广州、
台湾等地专家共 1000余位国内外专
家前来椎间盘中心进行交流。

近年来，为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
贫”号召，推进医疗技术“扶贫”，促进
分级诊疗，全面启动健康扶贫工作，椎
间盘中心向全省乃至全国脊柱医生进
行脊柱内镜微创技术培训，2016年率
先针对不同层次医生举办多种形式培
训班，筹办集面授、手术直播、尸体培
训为一体的培训班，现已举办34期。

2017年，推动优质医疗卫生服务
资源有效下沉，实现全民健康，牵头成
立跨省域的椎间盘病专科联盟，成员
单位覆盖13省85家医院。

椎间盘中心推出的脊柱内镜微创
技术培训班，其形式更为切合实践、更
能学到具体技术的教学方式，得到同
行的认可，吸引了全国各地脊柱医师
前来进修学习，脊柱内镜进修班每月
一期，每期 20人，现已招收 126期，预
约报名进修人员排到了2021年7月，截
至目前共接收国内除西藏以外31个省
级行政区域，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外脊
柱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进修医师达
2500余名。

万名患者的重生

声名远播的椎间盘中心，为来自全
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脊柱患者带去了希
望，使他们摆脱了病痛，走向了重生。
他们中有年逾90岁高龄并伴有多种慢
性疾病的老人；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

心怀大爱，秉承公立医院为人民
的周红刚，运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和影
响力，携手多家慈善机构，为众多贫困
患者送去了关爱，送去了健康。

在新的历史时期，一直在脊柱内
镜微创治疗领域不断探索的周红刚，
从未松懈过对脊柱内镜微创精尖技术
的研究，站在新的起点，作为我国脊柱
内镜微创治疗开拓者的周红刚，再次
起航，只为了使更多的脊柱患者恢复
健康，走向重生。

我国脊柱内镜微创治疗的开拓者
□李淑丽 李艳红

他是奇迹的缔造者。
他在毫厘之间的眼球上舞动柳

叶刀。
15年前，一次心灵深处的触动，他

勇敢地向世界难题梅杰综合征发出挑
战；15年后，他在拼搏中闯出自己的一
方天地，为 400余位梅杰综合征患者
送去了光明，引领了我国眼科医疗领
域对梅杰综合征科学治疗的新方向，
实现了从籍籍无名的眼科医生到学科
带头人的华丽蜕变。

他就是获得第二届河南省医德医
风模范荣誉的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省直三院”）眼科主任刘现
忠。

目前，刘现忠的梅杰综合征复明
手术已预约至2021年8月。

仁心 向“梅杰”发出挑战

刘现忠是一位有着50多年党龄的
老党员，已从事眼科工作42年。

工作期间，他对自己始终高标准、
严要求，不忘医者初心，牢记医者使
命，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在执医过
程中，他刻苦钻研，心系患者，在直径
仅为23毫米的眼球上精心耕耘，将隐
匿于眼部的疾患祛除，使数万名患者
重见光明。

他潜心研究15年，创新开展神经
环路阻断术终结了梅杰综合征患者功
能性失明的历史，打破了梅杰综合征
无法医治的世界难题，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医者
仁心。

与梅杰综合征的第一次接触，源
自2005年，一位中年女性因频繁的眨
眼及睁眼困难，失去了自理能力，当时
诊断为“特发性眼睑痉挛”。他为该患
者实施了当时国际上通用的“眼周肌
肉切除”术，术后效果不错。

但在随后收治的几十例患者中，
虽然用了同样的手术方式，却发现部
分患者的效果却不佳。“为啥手术效果
不好呢？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刘现忠

仔细查找资料，终于得知该病叫梅杰
综合征。常用的治疗方法有药物治
疗、肉毒素的局部注射、脑深部电刺激
术（DBS），但效果均不佳。可以说，梅
杰综合征是国际难题！是一追到底还
是知难而退？面对越来越多前来求医
的梅杰综合征患者，再回想起那几十
例效果不佳的病人，他们患病后痛苦
绝望的神情和对光明的渴求，深深刺
痛了他的心，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要
找出一种办法，让梅杰综合征患者重
见光明。”

仁术 治愈“梅杰”带来光明

因对梅杰综合征知之甚少，相关
记录也是寥寥无几，在病因不明、病症
不清、治疗不知的情况下，想对梅杰综
合征进行全面研究，而且要达到治愈，
其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太多的未知信息，刘现忠没
有退缩，开始对梅杰综合征进行全面
钻研，除了吃饭、睡觉，他的世界里只
有梅杰综合征。

他带领团队查阅解剖学、神经学、
心理学等关于该病症牵涉的大量国内
外文献资料，多次深入各大医学院校解
剖实验室，手术方式也经过了无数次改
进和优化，并结合十多年的临床实践，
最终总结出治疗梅杰综合征眼睑痉挛
的手术方案——神经环路阻断术。

该手术方式问世3年多来，为来自
全国的 400 多名患者进行了手术治
疗，因其安全无明显副作用、93%的临
床治愈率、经济实惠（DBS费用的十分
之一）等优势，深受梅杰综合征患者的认

可。目前，手术预约已经排到了2021年
8月。

2020年 12月 12日，由省直三院
主办的“2020梅杰综合征高峰论坛”在
郑州市举行，刘现忠的手术方式和大
量临床治愈病例，与会的专家和同行
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
种原创的手术方式，为梅杰综合征的
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概念，有效
地推动了梅杰综合征治疗多学科交融
模式的探索发展，必将使更多梅杰综
合征患者受益。

仁爱 寻“梅杰”根源防复发

精湛的技术，热情周到的服务，成为
良好医患关系的典范。100多面锦旗和
牌匾，道出患者病愈后喜悦的心情。

一心为患者着想的刘现忠，不但
专研疾病的诊疗，也时刻牵挂患者的
生活，看到患者因病致贫，想方设法为
患者节省费用，并向河南省慈善总会·
道健基金申请“大道健康 为梅而约”
公益项目，现已筹集资金30万元，惠及
多名患者。

在临床治疗中，大量的病因调查
结果显示，身患梅杰综合征的患者，大
多都是在紧张的生活和心理双重压力
下形成的，因此，刘现忠团队提出身心
共愈的理念，推出一系列舒缓身心、强
身健体的活动，并要求家属一起参与，
出院后也不能间断，既增进了患者和
家人的感情，也缓解了患者心理压
力。对出院患者，梅杰中心团队建立
了健康档案，除了责任医生定期随访
外，还抽出专人进行电话回访，重点对
患者身心康复进行关注，目的是为他
们营造出一个身心愉悦的环境，帮助
他们早日走出梅杰综合征的阴影，防
止疾病的复发。此项举措，受到了患
者及家属的一致认同。

对于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刘现忠
说：“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
朝气蓬勃尽显青春活力的眼科团队，
重整行装再出发，要以崭新的面貌迎
接新的挑战，为更多眼病患者祛除病
痛，送去光明。”

毫厘之间治愈“梅杰”带来光明
——记河南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 ——记河南省直三院眼科主任刘现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