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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站立的概率几乎为
零，外骨骼点燃希望

黄曼在22岁时便以优异的成绩从四
川警察学院毕业，进入涪城区公安分局成
为一名女刑警。然而在2006年，在她婚礼
当天，黄曼所乘坐的汽车发生侧翻事故，严
重的颈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让她仅颈
部以上有知觉，那时的黄曼才29岁。

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康复，她的手指仍
然不能活动，只能依靠手臂力量控制轮椅，
她站起来的概率几乎为零，一切日常活动、
转移都离不开家人的帮助。就在所有人都
以为她这一生都无法站立时，外骨骼机器
人出现了，重新燃起了她站立的希望。

2018年6月19日，为了圆重新站立
之梦，黄曼来到电子科技大学·顾连医疗
集团智能康复中心——成都顾连康复医
院，参与外骨骼机器人项目，成为“有爱无
碍·康复行”公益活动的第 4位康复之
星。成都顾连康复医院医疗院长张安仁
作为电子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医学
首席专家，带领顾连康复团队同电子科大
外骨骼机器人团队，为黄曼穿戴外骨骼机
器人做适应性康复治疗和训练。

到院后，成都顾连康复医院神经康复
科副主任江玥为黄曼进行了详细诊疗；神

经物理治疗组长李雨芳、作业治疗组长朱
红，心肺康复治疗师张秀秀，护理组长马
千惠等为她进行详细精确康复评定。评
定结果显示，黄曼的躯干及下肢肌力完全
丧失、上肢肌力几乎丧失，肌张力增高、平
衡功能障碍严重，同时还有心肺功能、二
便功能障碍等问题。“穿戴外骨骼机器人
站立，需要强有力的上肢力量和手部抓握
能力，并对患者的躯干核心肌群力量以及
平衡能力要求较高，但黄曼几乎不具备这
些能力。”江玥在黄曼入院评定会中表示，
要让她在20天内穿戴上外骨骼机器人几
乎“不可能”实现。

通过多方讨论、研究，最终电子科技
大学外骨骼机器人团队决定为黄曼定制

由脑电机控制的外骨骼机器人，以解决不
能用双手控制机器人的难题。但黄曼几
乎丧失的上肢肌力和手部功能，无法保持
平衡等问题，对顾连康复团队来说仍是一
个不小的挑战！

“尽管很难，还是希望能帮
助她站起来”

“尽管很难，还是希望能帮助她站起
来！”这是黄曼的主治医生、康复治疗师、外
骨骼团队最直白的心声，最强烈的念头。
调整思路、迎难而上，康复团队为黄曼制定
了个性化康复治疗方案：四肢及躯干力量
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手功能训练、机械训
练、心肺手法治疗，再辅以气压、蜡疗、中频
等物理因子治疗，综合解决肌力、平衡、心
肺等功能障碍。此外，在康复治疗的中后
期，还需要加入外骨骼机器人的磨合调试、
穿戴和适应性训练。以确保黄曼能顺利
穿上外骨骼机器人并站立甚至是行走。

不到20天、每天近9个小时的高强度
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
付出了200%的努力，所有人都期望能在
最后一刻见证“奇迹”的发生。终于，2018
年8月11日，在CCTV1《机智过人》节目
中，黄曼终于站起来了！她的第一次站

立、第一次迈步，让顾连康复团队所有人
的付出得到了最好的回馈。

智能康复·顾连一直在路上
黄曼并不是通过智能康复现实重新

站立的“个例”，就在今年五月，截瘫且右
腿截肢的汶川地震伤员马志杰在成都顾
连康复医院进行了系统的康复治疗，通过
外骨骼机器人实现独立行走。

康复是一门改善残疾人、术后、慢性
病及老年病患者功能障碍的学科，提高康
复患者的生存及生活质量是每一个康复
工作者最大的希望。电子科技大学与顾
连医疗集团以成都顾连康复医院为平台
建立智能康复中心，正是为了能更好地推
动智能康复设备的发展与临床应用，通过
智能康复设备代偿患者功能障碍，提高患
者生活自理能力，帮助患者重建生活、真
正回归家庭、社会。

未来，顾连将持续促进国内人机混合
智能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提升科研产品
的临床应用效果，推动智能产品在康复医
疗行业的应用和发展，让更多的截瘫、偏
瘫等康复患者，通过穿戴智能康复设备，
实现功能代偿，站起来并“走”好未来的每
一步。

智能康复，顾连一直在路上。

从高位截瘫到再次行走——智能康复助力高位截瘫警花圆梦
截瘫12年的女警察在外骨

骼机器人的帮助下实现重新站
立、行走，这是在 8 月 11 日晚
CCTV1《机智过人》节目中科技
成就奇迹的一幕！她就是黄曼，
成都顾连康复医院“有爱无碍·
康复行”的第四位康复之星。

站立，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
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却是截瘫人
士不敢期待的梦想。黄曼损伤
平面为颈5、分级B级，病程长达
12年，康复各项评定指标都在说
通过外骨骼机器人让她站立、行
走“不可能”，但是成都顾连康复
医院和电子科技大学团队偏偏

“不信命”，短短20天，黄曼真的
通过外骨骼机器人站了起来！

“奇迹”发生了，节目一经播出便
受到观众、媒体的广泛关注与讨
论。科技成就奇迹，外骨骼机器
人的出现，为中国130万截瘫人
群打开了一扇希望的窗！

黄曼穿戴外骨骼机器人站上CCTV1的舞台

中国游泳队将于16日启程，出征雅加达
亚运会。作为亚洲泳坛的劲旅、明星闪耀的
中国游泳队能在本届亚运会上有何闪耀表
现，无疑是本届亚运会最大的看点之一。目
前，孙杨、徐嘉余、傅园慧等世界冠军都在积
极备战，作为中国游泳领军人物孙杨报满了
从200自到1500米四个单项，而女队天才选
手李冰洁也报了四个单项。

上届仁川亚运会，中国队以22金超过日
本队10金继续称霸，不过，随着日本队这两
年的飞速提升，圈内人士认为，目前中日游
泳队实力接近，金牌数量差距不会像上届那
么大，中日对抗也成为本届亚运会最大的看
点。“上一届来看，我们成绩不错。这一届，
日本队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很多年前就开
始做项目的备战工作，上升势头很快。但是

中国游泳队有信心、有决心，在雅加达亚运
会上和最主要的对手日本队将有很精彩的
对决。”领队程浩认为，中国队将在男蛙和部
分接力项目上与日本队展开激烈竞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四川住业画院艺术顾问、国
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
理事，四川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秦天柱第一时间组织了四川住业
画院的七位艺术家：秦天仑、若
寄、康杰、肖运泽、王宝明、何景
春、郭建均参与到此次公益活动
之中，这八位画家率先捐出二十
幅水墨佳作义拍献爱心。“穷且益
坚，不坠青云之志。”八位艺术家
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时，用王勃《滕王阁序》里的
名句勉励寒门学子，希望他们不
负各界的无私帮扶，早日完成学
业报效社会。

从2001年开始，四川省扶贫
基金会联合华西都市报，专以品
学兼优、家境贫寒的高校学生为
援助和培养对象的大型社会公益
慈善项目——“栋梁工程”在四川
成都正式成立。17年来，“栋梁
工程”已为遍布全国200所高校
的数万余名学生分别提供了
1000—20000 元不等的经济援
助，取得了显著的援助效果，引起
了省内外、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从2006年开始之后的每个
夏天，华西都市报携手浙江利群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全川范围
内寻找需要帮助、高考成绩优异，
有阳光追求的寒门学子，以每人
5000元的金额助力他们的大学

求学路。12年来，华西利群阳光
助学行动帮助了3000余名学子
圆了大学梦。 今年，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又联合了岷山集团
再次为梦想而启程，面向四川省
内今年参加高考、品学兼优的寒
门学子接受报名。最终入选的阳
光学子将获得每人5000元助学
金。

成立于2015年的四川住业
画院，聚蜀中优秀画家于一堂，志
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为四川优
秀中青年画家创建成长、交流平
台的同时也热心各种社会公益活
动。画院的“灵魂人物”秦天柱先
生不仅是本土首屈一指的花鸟画
大家，其艺德也令同行敬仰。早
在五年前，秦天柱先生就积极参
与了“华西圆梦基金两周年百名
书画家资助千名学子大型爱心义
卖活动”，当时他带头组织了“秦
天柱艺术工作室”旗下33名艺术
家参与义卖，这次他又再度响应
华西都市报发出的爱心邀请，率
四川住业画院的八位签约艺术家
为今年的阳光助学书画义拍捐出
各自最有代表性的力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在四川住业画院也对这批新鲜出
炉的爱心水墨画先睹为快，秦天
柱创作的《无题》描绘了一只鸟儿
站在牵牛花枝头上，画面简练又
不失精神，画意和诗情完美合鸣；
秦天仑的写意山水《此心到处悠
然》笔墨苍劲，意蕴深远；若寄笔
下的朱竹有东坡遗风，同时也激
励大学生要像竹子虚心有节，做
一名谦谦君子。

肖运泽的奔马图用没骨技法
一挥而就，他希望学子们要像马
那样自由，在大学里肆意释放自
己的才华；康杰的团扇山水以小
见大，观之心生清凉；王宝明的梅
花黄鹂色彩跳跃，仿若自然之歌；
何景春的《赤壁图》构图大胆，笔
法精粹，让人过目难忘；郭建均的
水墨花鸟灵动潇洒，如嗅蔷薇。

据了解，这些精彩作品均是
四川住院画院的艺术家们在短短
几天之内就准备好了，效率非常
之高。秦天柱告诉记者，让爱心得
到传播，这也是艺术家感到非常激
动和兴奋的，“对这些贫困大学生
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责无旁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秦天柱领衔献爱心
住业画院八艺术家
义助寒门学子

雅加达亚运会本周末开幕
中国代表团赢“开门红”
亚运男足小组赛首战，中国队6：0胜东帝汶

中国男足已经连续20年没有获得亚运
会奖牌。本届亚运会，派出“最强阵容”的中
国队目标直指奖牌。在亚运历史上，中国男
足共三次获得奖牌，最好成绩是在1994年的
广岛亚运上获得亚军，此外还分别在1978年
和1998年两届曼谷亚运会上先后两次获得
季军。但最近的两届亚运会，男足都连续折
戟在16进8的比赛中。

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男足比赛的球队共有
25支，6个小组的前两名和最好的4支第三名
将晋级16强淘汰赛。亚运男足比赛以U23
年龄段主打，每队允许有3位超龄球员。中国
队此次出征亚运会的队伍精英云集，其中有7
名国脚和大批中超U23年龄层面的球员，没有
加入超龄球员。U23国足和阿联酋队、叙利亚
队、东帝汶队同在C组，小组出线难度不大。

兵发亚运会之前，这支U23国足刚刚结
束了两场友谊赛，分别以2：1逆转马来西亚亚
运队、3：2战胜伊朗亚运队。虽然过程磕磕绊
绊，但是结果还算满意。夺取奖牌，是本届雅
加达亚运会U23国足面临的参赛任务，而最

低目标则是要进入8强。
这次出征亚运的这支U23国足与之前的

最大不同，就是这些球员都在足协U23新政
下得到了更多的实战经验，他们的成长有目
共睹，而本届亚运会也同时成为检验U23新
政的一次大赛。

在亚运小组赛首场比赛中，鉴于对手实
力确实较弱，这些U23小将的表现还是较为
抢眼，结果，高准翼梅开二度，张玉宁、张源、韦
世豪和姚均晟都有进账，U23国足最终以6：0
轻取对手。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比分领先后，
中国队明显有所松懈，一度被东帝汶队围攻。

在此之前，另外两支来自中国的足球队
已经在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完成了自己的首
场比赛。12日下午，作为本届亚运会男足赛
事的揭幕战，中国香港U23轻松地以3：1击
败老挝U23。与中国香港同在A组的中国台
北U23队首战却未能获胜，以0：0踢平了巴
勒斯坦U23队。15日，中国台北U23将与中
国香港U23进行亚运会男足的中国德比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除了足球首战告捷，中国军
团的篮球和排球在亚运会将有
何表现，同样受到很多关注。本
届亚运会，代表中国出征的运动
员中，共有19位奥运冠军，其中
就有9位来自中国女排。四年
前，中国女排以二队出征亚运
会，结果在决赛中不敌韩国，无
缘5连冠。这一次，这支荣誉之
师以全主力阵容征战，意在夺
冠。

在姚明成为篮协主席后，中
国男篮实行了红蓝两队的双国家
队制，此番承担亚运任务的是红
队。尽管只有半支国家队，但中
国男篮肯定会尽力捍卫亚洲篮坛
7冠王荣誉。

中国乒乓球一直傲视群
雄。2010年广州亚运会包揽7
枚金牌，仁川亚运会获得6金。为
了与奥运接轨，本届亚运会乒乓
球赛事取消了男女双打，设男女
团体、男女单打和混双5枚金牌。
雅加达之行，国乒4大主力马龙、
许昕、丁宁、刘诗雯悉数缺阵，但
樊振东、朱雨玲将领衔中国军团
力争金牌。在出征雅加达前，球
迷们本周可以提前在成都一睹他
们的英姿，8月18日至19日，国乒
亚运会热身赛将在成都双流体育
中心上演，比赛项目包括男团、女
团、混双三个项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三大球最受关注
国乒成都忙热身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将于8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正式开幕。
从1974年的德黑兰，到今年的雅加达，中国军团征战亚运会的
年头，已经来到了44年。自从1982年中国代表团登上奖牌榜

第一宝座后，中国体育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就再也无人撼动。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第一支登场亮相的队伍是U23国足，他们

在8月14日参加了亚运会男足小组赛首场比赛，结果以6:0轻取对手。

中国游泳队16日出征

孙杨报满
四个单项

蜀地人杰地灵，“天下山水在
于蜀”，秀美壮丽的自然风
光、造就了四川书画艺术辉

煌而悠久的历史。四川艺术家不
仅画艺高超，画品也出众。为了帮
助更多阳光学子实现大学梦，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今年8月推出
2018年阳光书画助学活动，在全
省范围内征集爱心美术家创作优
秀美术作品进行公益展览和拍卖，
筹集善款，帮助更多阳光学子圆大
学梦。而这些爱心画作将于8月
16日在成都大观美术馆（高新区
环球中心E2区六楼610）进行展
览，8月18日（周六）下午三点展
览结束后还将就地举行义拍，所筹
得善款将悉数捐给贫困大学生。

看中国游泳队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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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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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天柱和他的作品。

▼

8月14日，中国队球员张玉宁（右）在比赛中摆脱东帝汶球员费尔南德斯的防守。 新华社发

孙杨满项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