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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9 岁的王建国（化名），两次走入病患
的深渊，他和父母亲以不可动摇的信念、百折
不挠的毅力，二十余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创造
了两次命运的“奇迹”!

王建国 13 岁那年，早上起床后突然无法站
立，随之小便失禁，身体突发僵硬。除胸口以
上部位，身体其余部位均不能动弹。医院确诊
是因“脊髓外肉芽脓肿”急性引发的高位瘫痪，
此病国内罕见，就算手术了也无法缓解瘫痪程
度，并且康复训练对他的病情没有丝毫帮助。
一家三口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击中”，生活陷
入了极度逆境。

20 余年间，父母给予了王建国最全面、最

精细的照料。他妈妈每天清晨坚持为王建国
按摩一小时，一日三餐均用食品称精确测量制
作，风雨无阻跑遍各大医院求医。可怜天下父
母心，如今，王建国在无任何医学知识的父母
照料下竟恢复至医生口中所说的医学“奇迹”，
由高位大面积瘫痪到现在腰部以上已经能和
正常人一般活动。

然而，就在一年多前，王建国连日高烧不
退，伴随眼前出现黑色漂浮物……慌张失措的
父母紧急带着王建国奔走多家医院求诊，诊断
为高血压、糖尿病、引起双眼视网膜脱落，已达
重度晚期，情况极为复杂。

江西省内多家大医院诊断后，由于病情复

杂，建议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求医。因身体
所限，未得到合适治疗的王建国视力下降迅
速，眼球不定时出血。

他通过网络查询到九江爱尔中山眼科医
院开设了疑难眼底病专家门诊，第一时间预约
并前往治疗。

院长李红鸣初见王建国给其检查后，明确
患双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晚期+并发性白
内障。

“王建国情况特殊，还这么年轻就双腿瘫
痪，如果眼睛再看不见，生活会更加艰难，我们
会尽全力帮助他。”听到李红鸣如此表示，一家
人心中瞬间如一股暖流涌过。

完善检查后，李红鸣为王建国邀请到了
爱尔眼科江西总院长叶波教授来给他实施了
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复查显示左眼达
0.5，右眼 0.2。李红鸣说：“对于晚期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的患者，拥有现在的视力可称光明的

‘奇迹’!” （黄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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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县卫健委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身心健康

都昌县卫健委坚持预防为主，以促进农
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为导向，以增强农村留
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健康意识为切入点，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在生理、心理、健康行为等
方面的健康促进工作，为农村留守儿童身心
健康保驾护航。

针对贫困地区儿童营养、健康水平较
差，县卫健委每年为全县 24 家乡镇卫生院
及 316 个村级卫生室统一制作健康知识宣
传材料，覆盖所有行政村及农村学校，做到

“三告知”，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生理健康。
县卫健委每年为农村留守儿童普及生

理卫生知识，有针对性地开展合理膳食、均
衡营养、科学运动指导、卫生习惯与健康行
为、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健康教育
活动，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健康
意识和水平。

由于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有
效的监护照料、心理关怀、安全防护指导，易
出现心理失衡，县卫健委针对留守儿童存在
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组织专家、“爱心妈
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辅导和结对帮
扶，用真情播撒希望，用爱心传递温暖，促进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全县共组建了 2 个县级感恩巡回报告
团及 24 个乡级感恩巡回报告团，适时对留
守儿童进行感恩式教育，让他们在潜移默化
中接受感恩教育。今年 4 月份，结合该县卫
生健康宣传月活动，再次组织报告团深入校
园开展活动。

县卫健委每年都会抽调县心理专家与
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开展面对面谈心，帮助他
们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能有意识、
有计划地使用自己特有的学习方法，并把这
种意识和计划内化为自觉性行为，为自己的
学习服务。

农村留守儿童长时间缺少父母的关爱
和保护，遇事无助，自卑心理严重，容易丧失
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较多的留守儿童自控
力差，遇事偏激，容易导致行为过激，有的更
容易引发犯罪。县卫健委积极配合学校适
时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为农村留守儿
童提供更多的关怀和心理疏导，共同营造一
个安全、友好的校园环境。 （桑青）

23 年坚守 九江爱尔眼科助瘫痪者创造生命“奇迹”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获批2019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3项

8 月 1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
布了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
评审结果。九江学院附属医院共获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3 项，总金额为 102 万元。

此次该院获批立项的 3 项课题分别为，由
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殷小平教授主持的课题

“DUSP8 抑制线粒体自噬紊乱改善脑出血后
灶周损伤的机制研究”，由院党委副书记谷翔
教授主持的课题“TUG1/miR-339-3p/Rab7a
借助脂类自噬调控糖尿病心肌脂毒性机制研
究”，由血液科副主任王勇副教授主持的课题

“BDNF 基因修饰的成骨细胞对再生障碍性贫
血骨髓微环境的作用及其自噬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代表我国基础性研
究的最高层次，是我国设立的最高水平的基
金项目之一，以其学术水平高、评审严格、竞
争激烈而备受关注，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努力
攀登的科学高峰，也是衡量一个单位整体科
研实力的标准。今年，九江学院附属医院同
时获得 3 项立项，成绩创历史新高。也体现
了在新一届院领导班子带领下，医院积极落
实学校相关要求，重学术、重科研，深化“研
究型医院”建设，营造良好科研创新氛围，取
得了良好成效。 （杨世伟）

一生做一事，他们一袭白衣之下，仁爱济
世的初心始终跳动；

以生命之名，他们攀登医学高峰，只为点
亮生命中的那盏灯。

今 年 8 月 19 日 是 我 国 第 二 个 中 国 医 师
节。多年来，他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用“无疆大爱”守护着亿万民众的健康。

一生做一事
他让中国儿童乘上远离脊灰病的方舟

一粒小小的糖丸，承载的是很多人童年里
的甜蜜记忆。

然而，很多人在病毒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顾方舟去世前并不知
道，这粒糖丸里包裹着的，是这位被网友称为

“糖丸爷爷”的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为实现
我国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而奉献一生的故事。

1955 年，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在
江苏南通发生大规模暴发。病毒随后迅速蔓
延到青岛、上海、济宁、南宁等地，一时间全国
多地暴发疫情，引起社会恐慌。

1957 年，刚回国不久的顾方舟临危受命，
开始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

争分夺秒的艰辛研究后，减毒活疫苗研制
成功。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疫苗三期试验的
第一期需要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这就意味
着受试者要面临未知的风险。

习惯于自强、忍耐、奉献的顾方舟和同事
们，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先试用疫苗的决定。

一周过去，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
出现任何异常。

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成人本身
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
对小孩也安全才行。

顾方舟一番思想斗争后，瞒着妻子，给刚
满月的儿子喂下了疫苗！

实验室一些研究人员做出了同样令人震
惊的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试验！

经历了漫长而煎熬的一个月，孩子们生命
体征正常——第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几经探索实验，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糖丸
疫苗终于诞生。

2000 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
签字仪式”在原卫生部举行，已经 74 岁的顾方
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 1957 年到 2000 年，从无疫苗可用到消
灭脊髓灰质炎，顾方舟一路艰辛跋涉。

整整 44 年。

打通“出口”
生命就多了几分希望

同样站在救护儿童生命第一线的，还有北
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

一组数据显示出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急
救能力的提升——2018 年，北京儿童医院急诊
收住院 6852 人，较 2016 年 4725 人大幅提高；
2018 年急诊科大于 72 小时的滞留人数比 2017
年降低 15%。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打通了急诊科的“出
口”：急诊科医师在明确患儿诊断方向后，迅速
将其精准分流至相应科室。这样不仅让患儿
获得更好救治，又能为急诊科“腾出”资源，以
备后续患儿之需。

王荃认为，急诊不在于要做多少高精尖的
事情，而在于能让多少本可以活下去的病人活
下去，获得更好的治疗。

一次，一位症状极不明显的暴发性病毒性
心肌炎患儿前来就诊，当时正在查房的王荃凭
借过硬的诊断能力，立刻警觉起来：“暴心！高
度怀疑暴心！”

此后不久，患儿便出现相应症状。因采取
措施迅速，患儿得到及时抢救，最终康复出院。

从医 23 年，或许细密的皱纹悄悄爬上了眼
角，但由衷疼爱孩子的那颗心始终如一。

“患者不易，要经常换位思考，因为北京儿
童医院对于很多患儿和家长来说是最后的希

望。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更要
将这份责任担当起来。”

精益求精攻坚克难
不懈攀登医学高峰才能创造奇迹

同样坚守着这份担当的，还有南京鼓楼医
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

为患完全性大动脉移位的女童用 182 根缝
线在心脏上打了 1386 个线结、通过手术将病人

“足球似的堆满整个胸腔”的心脏左室内径缩小
到 66 毫米、开展国内首例 90 岁高龄患者“换瓣+
搭桥”手术……从医几十年，这些生死一线的瞬
间，是由他和团队创造的一连串“心”的奇迹。

常规心脏手术需从胸口正中切开 30 公分手
术刀口，曾有患者因为害怕传统方法切口太大
而不配合手术。王东进创新地在腋下开一 6 至 8
公分的刀口，用腔镜进入实施手术。“现代心脏
手术向医生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保证成功率，
还要站在患者角度，考虑术后创伤、恢复和美观
等问题。精益求精，是我创新研究的初衷。”

同样数十年如一日攀登医学高峰、突破传
统诊疗方式“禁区”的，还有北京天坛医院神经
外科主任医师张俊廷。

由于颅底解剖结构深在，周围相邻的组织
器官复杂，因此发生在颅底的病变也多种多
样，颅底肿瘤手术难度很大。而张俊廷所做
的，就是向治疗颅底肿瘤的“禁区”进军——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张俊廷团队承
担了“脊髓髓内肿瘤和脑干肿瘤”这一开创性
攻关项目的主要工作，不断突破手术“禁区”，
总结出一整套易于推广的脊髓及脑干肿瘤的
临床经验和治疗规范；

当时间进入世纪之交，张俊廷敏锐地觉察
到颅底肿瘤外科的发展瓶颈，开始致力于极具
挑战性的颅底肿瘤显微外科规范化治疗研究，
由他领导的专业组在国际上首创双骨瓣乙状
窦前入路切除岩斜区肿瘤等多种治疗方法；

目前，他带领的专业组年均治疗各类脑干

复杂性手术 300 余例，在手术切除率、术后生存
率等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罹患癌症仍坚守高原
她是最让人放心的“好门巴”

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斯木乡中心卫生院
深居高原大山。

一排矮小的平房里，病房、治疗室、办公室
一字排开，每天一大早，医生谭晓琴的身影准
时出现。

2004 年 6 月，父亲的一个电话帮刚刚从军
医学院毕业的谭晓琴坚定了回乡当一名乡卫
生院医生的决心，她毅然回到老家，一待就是
15 年。

2010 年 9 月，不幸降临在谭晓琴身上——
她被检查出患有右支气管大细胞癌。可令人
们没想到的是，接受手术治疗和化疗后，病情
好转的她又回到了乡卫生院，只因一句“乡亲
们需要我”。

多年来，谭晓琴救治的病人多得数不清，乡
亲们也亲切地叫她“好门巴”（藏语“好医生”）。

村民班措回忆说，2010 年的一个雪夜，她
即将临盆，谭晓琴大半夜赶来给她接生。当时
气温只有零下几摄氏度，帐篷里放了木炭取
火，谭晓琴为了怕熏着产妇，硬是把木炭拿出
帐篷，忍着寒冷给产妇接生。最后，孩子顺利
出生，可她却冻得晕倒了。

如今，随着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
下沉，斯木乡医疗条件一天天在改善，这让谭
晓琴很欣慰：“以前工作环境很简陋，药品也很
少，人们的就医意识淡薄。现在医患之间建立
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更多患者主动就医，健康
意识明显改善。”

从为实现我国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而奉
献一生的顾方舟，到不懈攀登医学高峰的张俊
廷、王东进，再到坚守岗位用平凡书写大爱的
王荃、谭晓琴，他们共同诠释了一个圣洁、平凡
却又响亮的名字——医生。 （据新华社）

点亮生命中的那盏灯
——“最美医生”用大爱托举生命

“ 中 国 好 医 生 ”“ 中 国 好 护 士 ”“ 最 美 医
生”……近年来涌现的一批优秀卫生健康工作
者的故事让人们了解到，美好健康生活的背后
是“白衣天使”们默默地守护。18 日召开的“中
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提出，要大力实施医学人
文精神培育，在全社会倡导敬畏生命、崇尚医
学、尊重医生、关爱医生的良好风气。

“糖丸爷爷”顾方舟、扎根边疆 47 年的庄仕

华、精于传染病护理的王新华……这些全心全
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好医生、好护士，引发数
百万网友点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
有关负责人说，发掘好、展现好他们的精神和
故事，将带动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在新时代建
功立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百姓健康守护者，
让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更有力度、医疗服务更
有温度。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表示，设立“中国
医师节”是党和人民给予医务人员的特殊荣耀，
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中国医师协会将以此
为契机，大力实施医学人文精神培育，引导广大
医生科学行医、依法行医、文明行医、廉洁行医，
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尊医”的文化，推动医生权
益保障机制的落实，进一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今年“中国医师节”的主题是“弘扬崇高精

神，聚力健康中国”。据悉，我国现有注册医师
360.7 万人，乡村医生 138 万人，撑起了世界上
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已启动的健康中
国行动呼吁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得到
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并开展了一系
列“健康中国·医师行动”活动。2019 年“中国
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三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
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 （据新华社）

2019 年“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倡导尊医、爱医

多位院士呼吁
发展整合医学 共同抗击肿瘤

“肿瘤威胁人类健康，是很复杂难治的疾病，而肿瘤防
治贵在整合，难在整合，也赢在整合。”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17 日在此间举行的中国肿瘤学
大会上说，加大力度发展整合医学，是肿瘤防治工作的重
中之重。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于 16 日至 19 日在重庆举行，共
计 30 余名院士、1900 多名国内外肿瘤学领域学者和专家
参会，共同对肿瘤防治情况进行探讨交流，并对相关前沿
研究进行解读及科普。

会议期间，多名院士共同呼吁，肿瘤领域的专家、学者
应共同在整合医学之路上深耕、探索。

樊代明表示，现阶段，人们对肿瘤的真实发病原因了
解得还不透彻，仅通过研究或临床经验分辨了部分危险因
素。肿瘤不是单因素、单病因，是多阶段、多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仅靠一种治疗手段的单打独斗不能起到彻底作
用，只有整合资源力量与学术思想，通过全方位的努力，才
可能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取得重大进展。

据悉，癌症防治难度大、疾病负担重，是严重危害公众
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肿瘤治疗方法包括
手术、化疗、放疗、免疫治疗、中医治疗等，这些治疗不一定
对所有病人有效。樊代明说：“要选适合我们某一个人或
者某一个群体的治疗方法加以组合，整合后使之更加有效
有力，这就是整合肿瘤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说，我国的肿瘤防治工作一方
面要加强科技创新，包括药物创新、医疗装备创新、临床技
术创新等，另一方面还应该推动整合医学发展。“肿瘤防治，
一定要做整合，这可以让患者得到更加精准的治疗。”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希山认为，作为一种非传染性疾病，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跟遗传、生活习惯、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

“下一个十年，降低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肿瘤或癌症的
治愈率将是肿瘤学领域的重中之重，整合之路势在必行。”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重庆抗癌协会承办，主题为“肿瘤防治，赢
在整合”。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国恶性肿瘤学科发展报告

（2018）》《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中国常见妇科恶性
肿瘤诊治指南（2019）》等，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各级医疗机
构肿瘤诊治行为。 （据新华社）

8 月 17 日，市卫健委举办的庆祝第二届医师节大型义诊活动在烟水亭举行，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处组织的肝
胆外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呼吸内科、乳腺科的专家们参加义诊。

炎炎夏日，专家们冒着酷暑为过往的市民提供细致、温馨的医疗服务。一位患有慢阻肺的市民看到呼吸内科的展
台，连忙过来咨询。得知这位市民已经有两年没有做相关检查，呼吸内科专家李军建议去医院做一个专门的检查，告
知了医院的专家门诊时间，并叮嘱了相关注意事项。

义诊现场，专家们认真倾听群众的咨询，耐心细致的回答群众的提问，受到了过往市民的积极肯定。医院的专家
们接待患者 105 人次，测量血压 58 人次，测血糖 69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50 余份。 （胡之军 报）

专家义诊为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