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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推荐“女警叔叔”刘欣获评阿里正能量人物
本报记者李丹获“2021年度正能量传播奖”

哈市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定生产经营

20亿“双稳”基金 5行业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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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高速上起火 油箱漏油

千钧一发之际
过路消防员扬雪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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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桥小区居民反映旧改有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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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居民家下水情况

联系1楼业主
查看管道 更换主杠

下水通了

下水堵多年难坏居民

记者协调调 天天44
通了通了！！

新闻热线

2022·1·13 星期四 本版主编 孙堃 编辑 薛莹 版式 倪海连

A08教卫 13836027636

社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政编码 150010 广告业务办理电话：（0451）84691043 承印：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学院团委常务副书记，谭富升负
责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工作。他还积极参加
公益活动，先后担任了“星火动力”志愿服
务队队长，动力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团团长等职务。大二的暑假，在贫困村东
岗镇沿江村，他帮空巢老人劈柴，给留守儿
童送去故事书和体育用品，还给孩子们举
办了画画比赛，为当地制作电子旅游地图。

学生工作、公益活动样样精彩

生活报讯 (王甦 高军震 记
者周琳) 男子“牙痛”多日自行
服药后没有得到缓解，经过口
腔科医生检查后发现并不是牙
齿的问题，引发疼痛的根源是
三叉神经痛。

齐先生最近这几天“牙疼”，
被折磨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连着吃了几天药也没任何缓解，
于是他来到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口腔科门诊。经过检查和询问，
医生发现病因并不是牙齿导致
的，建议他到神经外科就诊。神
经外科医生为齐先生进行了查
体，通过询问既往病史，诊断齐
先生为三叉神经痛，经过治疗，
齐先生的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了。

哈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医
生赵作润表示，在门诊接诊中
有一部分患者是从口腔科转诊

来的，因为三叉神经痛与牙痛
是很难区分的。三叉神经痛是
最常见的颅神经疾病，通常以
单侧面部上下神经分布区域的
反复发作剧烈的阵发疼痛为主
要表现，疼痛历时数秒或数分
钟。三叉神经痛多发于单侧头
部、面部、鼻旁、下颌以及牙床
周围，可能因为洗脸、刷牙、说
话、进食、微笑等不经意间的一
个动作诱发疼痛发作，有时还
伴有流诞、流泪、面部抽动等症
状，晚上常因疼痛难以入眠。

赵作润医生提醒，牙痛时
会刺激神经末梢从而引发三叉
神经区域的放射痛。所以生活
中一旦出现牙疼的相关症状，
在牙科治疗无效果后，还是需
要考虑三叉神经痛的可能，并
且及时就医。

“牙疼”多天竟不是牙病
原是三叉神经痛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生活报记者采
访中了解到，入冬以来，滑雪逐渐进入旺
季，喜爱滑雪的市民游客纷纷加入滑雪大
军。那么，如何安全地滑雪并最大程度避
免受伤？12日，生活报记者采访了哈市第
一医院骨二科运动创伤外科副主任孔庆
波，对此给出建议。

哈市28岁的孙洋（化名），最近迷恋上
了滑雪，便拉着朋友一起去尝试。一开
始，孙洋感觉自己滑得还不错，认为自己
很有滑雪天分。两天后，喜欢追求刺激的
孙洋直接站上高级赛道，准备增加难度。
当天，孙洋从雪道上滑下，可是由于高级
赛道坡度相对较高，孙洋冲下来速度过
快，由于动作不熟练，一时刹不住，双膝重
重跪在地上。一时间痛得孙洋站不起来，
朋友见状立刻将她送往医院，经诊断，孙
洋为韧带损伤。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目
前，孙洋恢复良好。

滑雪的时候，滑雪发烧友应注意哪些
方面呢？哈市第一医院骨二科运动创伤

外科副主任孔庆波建议市民，滑雪之前首
先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使用正确的滑雪
装备。“有些滑雪初学者为了省钱或是过
于自信，不聘请专业的教练，结果由于动
作不熟练而受伤。”他建议初学者，最好是
有专业教练在旁进行指导，有效掌握滑雪
技术要领，这样才能减小发生运动损伤的
可能性。

“此外，有些人滑雪受伤后，认为伤痛
并不严重便不当回事，过了几个月不见
好，越拖越重，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他
建议市民受伤后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检
查。“若是由于运动后损伤，建议大家挂骨
科中的运动创伤外科就诊，可以节省就医
时间。总而言之，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
动，年轻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滑
雪场，要按自己的程度选择初、中或高级
别赛道，量力而行。”专家提醒，尤其对初
学者来讲，一定要在运动前热身，熟练掌
握滑雪技术，再进入雪道运动，减小发生
运动损伤的可能性。

滑雪进入旺季 冰城医生提醒：

滑雪发烧友要注意这些事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获国家励志奖学金3次、国家级奖项
10项、省级奖项11项、校级荣誉20余次、发明专利2项、著作权1
项……日前，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指导举办的2020年度“中国
电信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谭富升荣获“中国电信奖学金•天翼奖”，成为全国的“1/96”。谭
富升付出了很多努力，实现从低排名、基础差到专业第一的逆袭，
同时也收获了创新创业、学生工作、公益活动样样精彩的大学记
忆。

谭富升来自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年前就和
哈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那
时，他还在上初中，在中央电视
台《我爱发明》节目看到哈工程
学子的创新作品《纸制拱桥》，

“纸做的拱桥居然能承载摩托
车通过，当时就觉得这个团队
很厉害，他们的学校也一定很
牛。”在那时，一颗求学北国梦
想的种子在他心里萌芽。通过
不懈努力，6年后的2017年，这
个土家族男孩通过一年的预科
班学习，终于正式成为哈尔滨
工程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初入大学，谭富升感觉课
程进度太快，很难跟上老师的
节奏，但是他不断从周围同学
身上寻找好方法，加上自己的
摸索，逐渐缩短和同学之间的
差距。“我坚持做好课前预习，
带着问题听课，在思考中跟住

老师的授课节奏，提高课堂学
习效率。”谭富升为了增强自己
上课时的注意力，会把手机交
给别人保管。课后，他会跟身
边的学霸到图书馆自习，跟考
研的同学一起复习课上的内
容，跟着他们有节奏地学习，感
觉每天都很充实。

“找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
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是最重要
的学习习惯。”谭富升说。谭富
升在大学期间也承担了很多学
生工作，开展了很多科创项目，
但是不管多忙，他都坚持“周周
清”，每周检查学习进度，利用
周末时间补回落下的学习进
度。就是这样的高效且自律，
谭富升实现了从刚上大学时基
础薄弱、排名第108名，到综合
成绩专业第一，连续三年获得
国家励志奖学金，并保送哈尔
滨工程大学攻读研究生。

从108名到综合成绩专业第一

谭富升一直没有忘记到哈工程求学
的目的，那就是要像《走进科学》里的学生
一样发明创造。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
当他来到学校的科协，发现指导老师尹三
井就是那个他曾在电视上见到的少年。

几年来，他从科创“菜鸟”到带队参赛，
获了十个奖项。在本科毕业设计时，他将
视线聚焦在了氨燃料的应用，为解决火焰
传播速度慢的问题，谭富升采取压燃的方
案，他创新性地提出，掺混亚硝酸铵，并提

出恒定爆压压燃的脉冲喷油策略，为氨燃
料的应用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技术路线。

在设计过程中，谭富升面临的最大问
题就是国内外研究的很少，他不断地请教
导师和师兄，还常常向国外相关文献发刊
的通讯作者发邮件，只为弄清楚一个化学
反应机理。最终，谭富升开创性地完成毕
业设计，入选第一届全国能源动力类专业
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全国仅有102个
论文获选。

指导老师竟是当年“偶像”

从低排名、基础差到专业第一并保研 从科创“菜鸟”到带队参赛屡获奖

哈工程谭富升一路逆袭

看《我爱发明》萌发科创梦
向同学取经 上课“上交”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