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的湘南，草长莺飞，生机勃勃。
在这个山花烂漫、 万物披绿的季节

里，耒阳市大市乡的文文再一次感受到生
命的阳光正照耀着自己。 或许，8 岁的文
文并不知道自己刚从“鬼门关”逃了出来，
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可以重返学校了。

6 月 16 日，耒阳市肾脏病医院。 文文
正在医院走廊上玩耍，爷爷袁长洲走过来
拉着文文的手说：“文文，过两天就要出院
了，我们得去谢谢邓爷爷。 邓爷爷救了你
一人，等于救了我们家三条命啊！ ”———文
文是个孤儿，由爷爷奶奶带养。 袁长洲说，
要是文文出事，我们两老也无法活下去。

“邓爷爷” 是文文对耒阳市肾脏病医
院院长邓先国的尊称。 回忆起文文入院时

的情景， 袁长洲动情地说：“文文出现尿
少、全身浮肿等症状，用手指一压，身上就
会出现一个‘坑’，肚子肿得如一个大皮球
似的。 在外地一大型综合医院治疗多日仍
然没有起色。 幸亏朋友介绍到耒阳市肾脏
病医院， 经过院长邓先国细心地治疗，不
到一个月，文文完全康复了。 ”

由于严重的低蛋白血症并发了大量
的胸水腹水，患病时文文精神极差，卧床
不起，食欲不振，呼吸困难。 针对患有肾病
综合征的年幼的文文，邓先国大胆地采取
了别人不敢采用的综合特色治疗方法，使
得文文的病情几天之内有所好转。 提起
“救命”，邓先国抿嘴一笑：“我不是神仙，只
是依靠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胆识，文文自己
的造化好。 ”

“肾病综合征患者，我治愈的早就超
过 1 万例了。”快 60 岁的邓先国对于自己
的医术引以为自豪。他治愈的肾脏病患者
都和正常人一样，不会有后遗症。“最近接
到很多电话，邀请我去喝喜酒，都是患者
打来的。 ”邓先国“骄傲”地说，“最近要喝
的喜酒太多了， 治愈的患者有结婚宴、生
子宴、升学宴，还有几个是考上研究生办
酒的。 ”

邓先国“骄傲”的资本不在于自己的
医术有多么高超，而是在耒阳市委、市政
府和耒阳市卫生局大力支持下创办的耒
阳市肾脏病医院。 医院虽然偏居一隅，但
其影响力在整个湖南，甚至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辐射。“很多外地患者慕名而来，都是
病友之间口碑效应带动的。”邓先国说，耒
阳市肾脏病医院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让
众多肾脏病患者脱离病苦， 靠的是执着、
创新、关怀、感恩八个字。

执着：将自己当“勇者”
大胆挑战生命禁区

了解耒阳市肾脏病医院的人都知道，
如果没有邓先国，就不会有这家远近闻名
的专科医院。

邓先国， 生于 1952 年， 耒阳市人，
1973 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 在大学时他
学的并不是肾脏病专科， 而是临床医学，
毕业后被分配到郴州市永兴县人民医院
担任内科医生。普通的内科医生又是如何
与肾脏病专科结下不解之缘呢？

那是 1984 年的一天， 邓先国在永兴
县人民医院内科诊室值班。 一位全身浮肿
的病人步履蹒跚地走进了邓先国的诊室，
邓先国诊断这个年仅 18 岁的患者得的是
肾病综合征。 由于当时医院没有肾脏病专
科，各方面条件有限，尽管邓先国使出了
浑身解数，还是未能控制住病人日趋恶化

的病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年轻的生
命被病魔吞噬。 病人的死亡令邓先国深感
痛苦，内心产生巨大震动。“得了这种病，就
真的没有救了吗？ ”邓先国无数次地问自
己。 他毅然下定决心，一定要闯一闯肾脏
病治疗的传统禁区，在肾脏病的诊疗方面
寻找出一个新的突破口。

言出必行。 从此，邓先国一头扎进了
对肾脏病的研究中， 他克服工作任务重、
时间紧、专业不对口等诸多因素，如痴似
狂潜心学习和钻研起肾脏病学。 1985 年，
凭着在肾脏病治疗方面的独到见解，邓先
国获得了参加“全国肾脏病高级医师培训
班”的学习机会，这个由国家卫生部委托
中山医科大学举办的培训班上的学生都

是 在 肾 脏 病
领域“小有成
就” 的行家 。
培训班上，头
脑灵活、热爱
钻 研 的 邓 先
国 被 全 国 著
名 肾 脏 病 专
家、中山医科
大 学 博 士 生
导师、卫生部
肾脏病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叶任高
教授一眼看中，收为嫡传弟子。

在叶教授的言传身教下， 邓先国的
医技日益精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多
年的孜孜以求和大胆实践，邓先国在传
统疗法的基础上摸索出了冲击疗法 、抗
凝疗法、综合疗法等全新的肾脏病治疗
方法。 他撰写的《腹透治疗小儿顽固性
心衰 1 例报告》、《小剂量多巴胺配合中
药灌肠治肾衰 23 例报告 》、 《抢救重症
狼斑性肾炎 3 例报告 》 等学术论文 ，先
后在《中华肾脏病杂志》上发表，引起了
肾脏病治疗领域的强烈反响。 他多次获
得当地政府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学
科带头人 ”等荣誉称号 ，被许多患者誉
为“治肾能手”、“再世华佗”。

1992 年， 在耒阳市卫生系统的多位
领导“三顾茅庐”下，邓先国满腔热血回到
了家乡。 他是带着一个梦想回来的，那就
是创办一家肾脏病专科医院，解除更多肾
脏病患者的病痛。

创业初期磨难多。 1992 年 9 月，邓先
国的“肾脏病医院”标牌铸成，但往哪儿挂
呢？五一路的门面，北正街的民房，租了这
家租那家。 由于资金短缺，没有固定的院
所，邓先国打起了“游击战”，他甚至将几
十名患者带进自家楼房， 一住就是一年
多。

直到 1998 年，在耒阳市委、市政府和
市卫生局的大力支持下， 邓先国东奔西
走， 终于在灶市红眼塘建起了 3000 余平
方米的全国首家县级独立的肾脏病医院。
有了阵地，医务人员与患者“联合作战”就
有了起码的保障，医院旗帜鲜明地打出了
“还您一双健康的肾”的口号。 十余年来，
无数的患者在这重现生命光辉，一个个奇
迹接踵涌现，“耒阳有个肾脏病医院”的口
碑传扬省内外。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邓先国不
满足于现状，几经筹措，又投资 2000 多万
元， 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建成了拥有建筑
面积 1.22 万平方米的新综合大楼，现代化
设施一应俱全。当年的一人“打游击”，如今
医院拥有卫技人员 60 多名，其中，中高级

职称 13 人，血透机 18 台，床位 123 张，是
中华医学会湖南肾脏病委员会成员单位，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友好协作医院之一，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一跃成为全国较大的
现代肾脏病临床与治疗中心。

邓先国说， 很多人说自己是能人，其
实自己是“蛮人”，就认一个理：只有想不
到，没有做不到。闯入“生命禁区”后，邓先
国和他的团队拼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创新：将病症当“敌人”
独特疗法惠泽病人

“病症就是医生的敌人，我们要想尽
办法将敌人消灭。 ”邓先国常说，医生的天
职是救死扶伤，但不能一味依靠书本上固
有的知识和技术， 要时刻记住 “创新”二
字。 “病情是变化的，医生应该根据病情的
变化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走出治疗误
区。 医术上若有好的创新，对病人来说，那
是天大的好事。 ”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是指原发性肾
病综合征在临床上经过正规的中西医
治疗无效，或病情缓解后几天或几个月
内又复发，用激素或细胞霉素药物治疗
也难以控制的，以大量蛋白尿、水肿、高
脂血症、低蛋白血症为主体有全身营养
不良的一组综合症。 这些病人往往使用
过大量的激素治疗 ，并发症较多 ，病情
反反复复 ，辗转在各个医院之间 ，由于
治疗方法不恰当，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

各方面的困难。 更重要的是，多数难治
性肾病综合征病人久治不愈，导致肾功
能减退引起尿毒症，或由于人体大量蛋
白从小便中排出，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
降，最后患者死于继发性感染。

邓先国根据自己 30 多年从事肾脏病
诊断与治疗的经验，他认为多数难治性肾
病综合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及患者和家
属缺乏对此病的了解而没有正规系统地
接受治疗。

2000 年 3 月， 郴州市桥口镇瓦窑坪
组 19 岁的男性患者邓加华因反复大量蛋
白尿、 浮肿 10 个月后来到耒阳市肾脏病
医院。邓加华曾先后 3 次在各大医院住院
治疗，每次病情缓解出院回家几天或十几
天后病情又复发。 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
邓先国立即改用他多年创造的新的独特
治疗方法，患者住院治疗仅 2 个月，仅花
了医药费 6000 余元就痊愈出院， 现能在
家从事体力劳动。

湘潭市易俗河镇上马乡八角村长塘
组村民李金明，患慢性肾炎，其全身浮肿，
四肢无力，尿蛋白持续两至三个加号。 他
曾到湘潭、株洲、长沙等各大医院四处求
医，吃了不少中西药，耗费 3 万多元的医
药费，病情总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最
终丧失劳动能力。 更可怕的是，由于他长
期大剂量口服“强的松”，产生了令人担心
的副作用。 他的食欲亢进，体重大幅度攀
升， 由原来的 55 公斤增加到 80 公斤，腹
部隆起如孕妇，面部严重变形，与患病前
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在几乎绝望时，经人介绍，李金明来
到耒阳市肾脏病医院。邓先国及其他专家
针对他的病情对症下药，使用独特而疗效
颇佳的治疗方案，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
疗，他又重新恢复了年轻人应有的活力和
朝气。 “是耒阳市肾脏病医院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心存感激的李金明在康复后
写了一篇文章寄往报社，要将自己的幸运
告诉更多的患者。 如今，不仅耒阳周边县
市区的肾脏病患者纷至沓来， 就连广东、
四川、 河北等外省的患者也慕名远道而
来。

邓先国治疗肾脏病患者疗效好，影响
大，主要得益于他神奇的“冲击疗法”，他
用此疗法收治的肾脏病患者上万例，疗效
明显。所谓的“冲击疗法”，邓先国介绍，就
是类似兵法中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
灭战”的原理，它主要是根据患者临床症
状，采用超常规剂量数十倍的大剂量用药
进行短时期的强力冲击，以获取理想的疗
效。这一疗法关键是选择好的用药时期配
合中药治疗，在临床应用上取得了令人难
以置信的疗效，甚至连被称为“不治绝症”
的早期慢性肾功能衰竭都被这一疗法所
攻克。

尿毒症，又称肾功能衰竭，是各种肾
脏病变发展到了晚期，破坏了肾脏内部的
调节和排泄、分泌功能，引起全身各个器
官病变的一种临床综合症。临床上表现为
少尿、食欲不振、恶性呕吐、四肢无力、夜
尿增多和血压偏高等症候群。 为此，人们
对尿毒症不但存在着恐惧，而且存在着无
可奈何的绝望之感。

“其实不然，一部分早期肾衰病人，只
要及时查找其原发病，纠正了造成尿毒症
的打击因素，比如说纠正了心衰、高血压、
酸中毒、水电解质紊乱、贫血等，再配合治
疗原发病，病情便可以迅速得到缓解。”邓
先国说，针对原发病进行特殊治疗，有一
部分病人是可以彻底治好的。再如红斑狼
疮性肾炎，长期蛋白尿不能消失，有浮肿，
在短期内肾功能急剧恶化， 通过 B 超检
查，肾脏没有缩小，但多项生化检查已到
了尿毒症期，“像这样的病人，在这个关键
时刻，针对该病的病因进行‘冲击疗法’，
是完全可以逆转的。”邓先国介绍，医院近
年来就有 10 多例尿毒症患者， 虽然已进
入透析治疗阶段，但通过治疗，仍拔除了
透析管，重返工作岗位，并能从事重体力
劳动。

“冲击疗法”是邓先国呕心沥血 20 余
年， 独辟蹊径而创立的震惊医坛的新疗
法。 全国著名肾脏病专家、中山医科大学
博士生导师、卫生部肾脏病临床研究重点
实验室主任叶任高教授，在听取邓先国关
于“新疗法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汇报
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慢性肾衰竭是现
代医学一大难题，你的新疗法开辟了肾脏
病治疗的新天地，了不起！ ”

“我们医院的治疗经验得到了上级专
家教授的认可，但出于种种考虑没有集结
成文，这是经过多年探索总结出来的一套
行之有效的新的治肾脏病的方法。 ”邓先
国介绍，医院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对
肾病综合征疗效显著； 第二是住院周期
短，治疗过程大约 8—10 周左右；第三就
是费用低， 大医院要花上 8—10 万元以
上，在这一般只需花 2 万元左右。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因为 “物美价廉”
治肾脏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很多
病人都是病友介绍过来的，不但来自省内
各地，还有外省的慕名而来。

关怀：将患者当“亲人”
用心治疗悉心照料

走进耒阳市肾脏病医院，医院大楼已
经是耳目一新， 宽敞明亮的病房，干
净整洁的病床。 患者们都说，在
这里住院治疗， 就如同住在
星级宾馆一般。

“对于肾病综合征
这类特殊病症 ，更
要多一层关爱。 ”邓
先国和医院所有医
务人员都清楚地认
识 到 一 个 全 新 理
念 ： 将患者当作亲
人对待 ， 让他们享
受到放入摇篮般的
治疗护理 ， 感觉到家
一般的温暖。

“谢谢阿姨……”9
岁的超超很快就要出
院了。 这一天，护士阿
姨又给自己带来了玩具，
小超超很是开心。 就在不久
前的“六一”儿童节，小超超在
病房度过了十分快乐的一天 。
“那天是儿童节，护士阿姨给我买了
新衣服，还带来了好多好吃的！ 阿姨还
教我唱歌……”

小超超家是外地的，因为患上肾病综
合征后， 在大型综合医院治疗几个月，病

情不仅没
有得到有
效 遏 制 ，
反 而因为
使 用 激 素
致体重增胖
10 多斤。 奶
奶听村里人说
耒阳市肾脏病
医院能够治好孙
子的病，便将小超超
带到医院。 没想到，入
院才 10 多天，小超超的生
命体征完全恢复正常了！ 奶奶
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心存万分感激，
“这个医院真是把我们当作自家亲人一样，
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啊。 ”

在医院的血透室， 十余名患者正在
接受血透治疗。 血透疗法就是把尿毒症
患者体内有毒的血液循环到体外的透
析机中， 人工清洗毒素后再进入体内 。
在肾功能完全恢复前，每隔一段时间就
要血透，这样才可以维持生命 。 这种反
复清洗的过程，不仅要求严格的医疗保
障，还需要最大限度地方便病人 。 医院
特别购置了活动式病床，病床酷似放大
了的婴儿摇篮，病人卧、躺、起都十分便
利、安全。 别具特色的是，称作白衣天使
的护士，淡妆素雅，微笑轻柔，更多地充
当保姆的角色。

“特别是对急慢性肾衰患者的抢救，
那可得比护理早产的新生儿还要多几分
细心和耐心。”邓先国介绍，肾衰患者的每
一个生命征象都必须牢牢把握，不能出一
点差错。一次，一位病人突然滴出一点尿，
来不及拿尿杯接尿，在一旁的护士立即用
手接尿送检。“在征服肾脏病的战斗中，那
尿滴可是千金难买。 ”

正在接受血透治疗的一位患者动情
地说：“我到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医院，那里
的医疗技术也许更好，但冷冰冰的面孔实
在太多。 在这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特别
的温暖和关爱，病还没治就先好了三分。”

2011 年 5 月 27 日，在医院新综合大
楼竣工庆典仪式上，突然来了很多位在此
治愈的患者，他们不约而同地到医院来鸣
放鞭炮以示祝贺，甚至有几位还悄悄地送
上了几百元的贺礼。“贺礼不能收，他们都
还贫困。他们的到来就是对我们医院最大
的褒奖，这比贺礼还要值钱得多啊！”邓先
国感慨万千。

感恩：将病友当“恩人”
回报社会施福人间

2008 年 7 月 28 日，11 岁的王伟在经
过耒阳市肾脏病医院的精心治疗后，当天
就要治愈出院了。王伟的父母带着对医院
特别是邓先国的感激之情，特意送来“医
术精湛”匾牌，并请来腰鼓队庆贺，爆竹声
声，场面感人、温馨。 一见到邓先国，王伟
的母亲就热泪盈眶，一个劲地喊着“大恩
人啦，多亏了你啊！ ”

自己和医院虽然治愈了很多病人，按
常理确实是患者的恩人。 但邓先国说，救

死扶伤是自己的天
职，不应该被戴上

如此“高帽”。
“相 反 ， 我
认为病友

是我的恩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信任，才让
医院兴旺发达。 ”

确实，耒阳市肾脏病医院离不开病友
的信任， 是他们口碑相传将默默无闻的
“游击医院”撑到如今蜚声省内外。邓先国
知道， 自己要让更多的患者脱离病痛，也
要让更多的贫困患者获得有效的治疗。

“谢谢你们！ ”2006 年 1 月 10 日，因病
无钱治疗几乎绝望的 10 岁少年赵雪峰，在
姐姐的陪同下，走进了耒阳市肾脏病医院
的大门， 开始接受医院提供的免费治疗。
小雪峰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小雪峰家住邵阳县下花桥镇又兴村，
父母亲都是智障者，4 亩薄地是这个家庭
的主要生活来源，12 岁的姐姐赵秀花是
家中的主心骨。 2005 年 3 月，正在上小学
二年级的赵雪峰不幸患上了肾病综合征。
懂事的姐姐为医治弟弟，四处筹钱，行程
数千里，带着弟弟到邵阳、长沙求医。在求
医期间， 赵秀花一边行乞一边为弟弟治
病，独自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经
过 9 个月时断时续的治疗，花费了近 4 万
元， 赵雪峰仍未痊愈。 2005 年 12 月 19
日，因无钱治疗已陷入绝境的姐弟俩又无
奈地回到了家乡。

2006 年 1 月 5 日，邓先国在《湖南日
报》看到《12 岁女孩背着书包救弟弟》一
文。 在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十分同情这家
人的不幸遭遇。邓院长立即打电话给报社
要求为赵雪峰提供免费治疗，并于 1 月 9
日上午召开院务会，得到了与会的 8 位院
领导的一致赞同。 1 月 10 日一大早，医院
派专车，委派医生和护士到邵阳把绝望中
的姐弟俩接到耒阳。

邓先国说，建院快 20 年了，像赵雪峰
一样为其提供免费治疗的，已记不清有多
少例了，减免的医药费及生活费也已是个
巨大的数字。 “这个数目， 我没有刻意记
住。 因为，只要自己在、医院在，为贫困病
人减免费用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

更令人欣喜的是， 如今国家的医疗
保障体系惠及面广了，像尿毒症这样的
特殊病人每年最高可享受 8 万元医疗费
报销。 “这就基本上解决了血透一年的
医疗费用 ， 病人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
袱，更可以轻松上阵了。 ”邓先国的目光
充满了希望。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一个个病人健
康走出医院， 一面面锦旗悄然送到医院。
邓先国说：“这是对我们的最大鼓舞！我们
从心里感恩这些病人对我们的信任，与我
们的积极配合。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为肾
脏病患者的生命加油，点亮肾脏病患者的
生命之光! ”

提起肾脏病，人们不必恐惧，肾脏病早已
不是罕见疾病，而是临床上的常见病。 虽然是
常见病，却依然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 多数
肾脏病早期并无特别不适，大多是在体检时或
偶尔出现一些浮肿、尿血、夜尿、血压增高等轻
微症状时才发现。 因此，大多数肾脏病患者及
家属对肾脏病知识并不了解，结果往往不愈而
终。

从事各种肾脏病临床诊断与治疗 30 余
年、有着丰富经验的知名专家邓先国说，一般
来讲，大多数的肾脏病患者在发现患有肾脏病
后，往往先去大型综合医院进行治疗，在病情

不见好转或多次复发后， 又选择民营专科医院
或是道听途说一些民间偏方。得病乱投医，结果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钱花了不少，病却没有得
到根本的好转。

“我们作为已有 20 余年临床经验的全省首
家非营利性公立肾脏病医院， 时刻把公益性放
在首位。多年积累的独特治疗方法与良好效果，
能让肾脏病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花最少的钱，
得到最准确的治疗， 受到了广大肾脏病患者的
称赞。”耒阳市肾脏病医院作出这样的承诺：“我
们有信心、 有能力为任何一位肾脏病患者的生
命加油续航！ ”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发展纪实
特约撰稿 徐德荣 朱章安 张楚文

“医术精湛”这四个字浓缩了患者对医院
情感的全部诠释。

耒阳市肾脏病
医院住院大楼。

年富力强、团结协作的医院专家团队。

查看病房是院长邓先国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

耒 阳 市 肾
脏病医院院长
邓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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