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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军 符小勇 徐德荣

自临床运用以来，已成功治愈近万名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

三十年“冲”出一片新天地
———解读邓先国创新的“地塞米松冲击疗法”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创办人、原院长，现
任医院医学顾问邓先国， 为何能为广大患
者所称道？

是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让人景
仰、令人敬佩。

当前， 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良好的社会风气需要道德标杆的引
领。 我们需要更多的邓先国，敢于创新、乐
于创业， 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治病救人的高
尚事业。

邓先国善良仁德。 为了患者能够得到
及时医治，他时常为困难患者垫付医药费，
长期为贫困患者提供免费治疗， 并几十年
如一日地坚持。 如果不是心存善念，以德待
人，他能如此慷慨，如此坚持？

邓先国业精于勤。 为了攻克肾脏病，造

福更多患者，他师从名家，笔耕不辍；刻苦
钻研，寻找良方；筚路蓝缕，创办医院，用自
己的行动作出了表率。

邓先国低调务实。 功成名就退休后，他
仍坚持留在医院任医学顾问， 继续为医院
做大做强劳累，为病人服务鞠躬尽瘁。

他创新的“地塞米松冲击疗法”，与其
他传统治疗方法相比，具有消除蛋白尿快、
病程周期短、治疗费用低、副作用少和不易
复发五大显著优点， 并已得到成千上万患
者的验证， 还获得了全国著名肾脏病专家
叶任高教授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如今，愈加精湛与成熟的“地塞米松冲
击疗法”，确不啻为广大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患者的治疗首选。

（彭国军 徐德荣）

编者按:

30 年光阴荏苒，岁月有情。
今年 10 月 20 日， 时值深秋，遍

地似金。 在美丽的郴州市永兴县碧塘
乡乌泥村，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创办人
邓先国与村民李德福紧紧相拥在一
起。重逢的喜悦荡漾在他们脸上，多年
的牵挂涌上他们心头。

52 岁的李德福一见到曾挽救了
自己性命的医生邓先国，就十分激动，
哽咽不已:“要是没有您， 我可能就活
不下来了，感谢您啊，恩人!”两人的眼
中闪烁着泪光，虽然 30 年未曾相见，
但双方的人生境遇和轨迹却因彼此而
改变。

这个跨越了 30 年时空的深情之
拥，感动了现场所有人。 在那一刻，他
们拥住的不仅仅是一份隽永绵长的医
患情谊， 更是一份对生命的尊重与感
悟。

1986 年，邓先国首次采用“地塞
米松冲击疗法” 治愈了 22 岁的难治
性肾病综合征患者李德福。 30 年过去
了， 当年命悬一线的李德福如今身体
健康，家庭幸福，病情再无复发。 敢为
人先的邓先国， 则创办了目前我省唯
一一家非营利性公立肾脏病医院———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他创新的“地塞米
松冲击疗法” 经过 30 年临床实践与
研究，愈加成熟与精湛，已成功治愈近
万名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 在国内
肾脏病治疗领域开辟出一片广阔的新
天地。

（本版图片由耒阳市肾脏病医院提供）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更需要“地塞米松冲击疗法”

采访札记: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医生

邓先国（右）在病房为患者检查病情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外景

什么是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据耒阳市肾
脏病医院创办人、原院长，现任医院医学顾问
邓先国介绍，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是指原发性
肾病综合征在临床上经过应用足量激素、足
量疗程治疗后， 病情未缓解或完全缓解后 2
个月之内又复发（或 1 年内复发 3 次以上），
以及具有高度水肿、大量蛋白尿、高脂血症和
低蛋白血症等特征的病症。 如果没有得到及
时治疗，容易引起肾小球滤过率下降，损害肾
功能，引发尿毒症，并发感染甚至危及生命。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治疗起来十分棘手， 是现
代医学的一道难题。

据统计， 全球慢性肾脏病患者已超过 5
亿人，仅我国患者就超过 1 亿人。 目前，难治
性肾病综合征普遍治疗效果不佳， 病情易反
弹或恶化， 已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
之一。

“我们采用‘地塞米松冲击疗法’医治难
治性肾病综合征， 经过 30 年临床诊断和治
疗，已让近万名患者恢复了健康。 ”邓先国自
豪地说，该疗法不仅能够控制病情复发，还能
够标本兼治，并能最大限度避免严重副作用。

因善而创
执著追求克难题，直面挑战创新法

创新，从来就历经艰辛！
1973 年，邓先国从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后， 分配到郴州市永兴县人民医院
担任内科医生。 一次值班时，一名 18 岁的难
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 步履蹒跚地走进邓先
国办公室。 尽管邓先国使出浑身解数，但还是
未能挽留住这个年轻的生命。

“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戛然逝去，
心里十分内疚与自责。 只怪当时自己学医不
精！ ”虽已时隔多年，但在谈到第一次接触难
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的经历时， 邓先国似乎
又回到当年那段愧疚自责的时光中。 自那时
开始，邓先国便潜心学习、刻苦钻研，并就此
对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发起强烈“进攻”。

1984 年春天，一次偶然机会，邓先国在
《中华医学》杂志上看到，卫生部将在中山
医科大学举办“肾脏病高级医生培训班”的
消息。 他欣喜不已，当即就乘上了去往广州
的火车。 然而，当时他只是县级医院一名普
通医生，根本不满足参加培训班的条件，结
果被婉拒门外。 但求学心切的邓先国并没
有就此放弃，而是每天坚守在授课教授、全
国著名肾脏病专家、 中山医科大学博士生

导师、 时任卫生部肾脏病临床研究重点实
验室主任叶任高的办公室门口， 诚心拜师
学医。 一连在其办公室门口坚守了一个多
星期， 但叶教授却丝毫没有要收他为徒的
意思。 直到一天中午，叶教授无意间听到邓
先国与他人在讨论肾脏病治疗的问题，欣
喜地发现邓先国有着很多独到见解， 遂破
格收其为嫡传弟子。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在叶任高教授的言
传身教下， 天资聪颖、 学力非凡的邓先国，
临床诊断和治疗水平日趋成熟精湛。“跟叶
任高教授学习当中，他倾囊相授，传授了很
多关于肾脏病诊治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并让
我整理他新理论及文献达 30 余万字，使我
受益匪浅。 ”邓先国对恩师的谆谆教诲满是
感激。

培训回来后，在邓先国的主持下，永兴县
人民医院开设了肾内科， 成为全国首家诊治
肾病综合征的县级医院。

“开设肾内科后，一段时间里都是采用传
统方法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但是治疗效
果都不太理想。 ”邓先国开始怀疑传统方法的
治疗效果， 并试图寻找出一种能有效治疗难
治性肾病综合征的新疗法。 然而，从何探寻良
方，成为横亘在邓先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天，邓先国忽然想起，在培训班的课堂
上，叶任高教授讲述过国外应用“甲基强的松
龙”冲击治疗大量蛋白尿的方法。 但是这种激
素药物当时在国内很难获得， 且价格十分昂
贵，仅仅停留在“舶来品”的理论设想阶段，
尚未应用于实践。

心有不甘的邓先国不想就此放弃， 他决
心寻找一种可替代“甲基强的松龙”的药物，
采用“冲击疗法”医治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由
于当时条件有限， 他苦苦查寻了一大堆资料
和书籍，始终没有寻找出可以替代的药物。 于
是他又想了个“原始”的办法，从医学上普遍
应用的药物入手，一一做试验探索。 一连试验
了多种药物，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有一天， 邓先国惊喜地发现，“地塞
米松”不仅在药物成分上可替代“甲基强的松
龙”，而且能够起到消除大量蛋白尿和消退浮
肿等功效。 他还发现，在国内“地塞米松”应用
普遍，价格便宜。

这一重大发现让邓先国激动不已， 更让
他对有效医治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充满了信
心。 自此，他开始潜心探索如何将“地塞米松
冲击疗法” 运用到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临床
实践当中，以让更多患者摆脱病痛折磨，并从
高额医疗费的负担中解放出来。

“医生，请您救救我的儿子！ ”1986 年 5
月 3 日，一位老父亲激动地跪在地上，请求邓
先国救治他 22 岁的儿子李德福。 当时李德福
不仅全身浮肿严重，还呕吐不止，更糟糕的是
他还有心脏病史，病情十分严重。 李德福入院
后，邓先国按照传统方法治疗了一个星期，病
情并没有好转，反而出现肾功能衰竭症状，甚
至可能危及生命。

曾经眼看病人被病魔吞噬的邓先国，为
了不再让悲剧重演，他大胆地把“地塞米松冲
击疗法”的治疗方案告诉了病人和家属。“没
想到他们治病心切，强烈要求我运用。 ”邓先
国说，虽然从实验中发现“地塞米松”可替代
“甲基强的松龙”，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
“地塞米松冲击疗法” 毕竟没有得到临床检
验，存在着巨大的医疗风险，邓先国予以了否

决。 但是病人家属再三恳求甚至跪地不起，强
烈请求立即治疗。 面对“救死扶伤”的铮铮誓
言，邓先国最终冒着巨大风险同意采用“地塞
米松冲击疗法”进行医治。

“三天为一个疗程，用超大剂量‘地塞米
松’代替‘甲基强的松龙’，短时间对患者进行
静脉滴注……”

三天后，邓先国惊喜地发现，李德福持续
8 个多月的大量蛋白尿全部消失，全身浮肿也
得到消除。 仅治疗 21 天，李德福便康复出院。
多年来，每当谈起第一次用“地塞米松冲击疗
法”治愈李德福的过程，邓先国都感慨万千，
记忆犹新。 而“李德福”这三个字，也早已深深
镌刻在他的脑海中。

因勤而专
吃透药理破瓶颈，完善疗法显科学

精彩，源于努力与坚持！
邓先国首次采用“地塞米松冲击疗法”，治

愈了 22 岁的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李德福
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引得许多肾脏病患者慕
名而来，更为邓先国披上了一件“七彩霞衣”。

但邓先国并没有躺在功勋簿上吃老本，
而是把创新疗法的步伐迈得更大。

1992 年，是邓先国的人生转折年。 这一
年，他不顾家人朋友的极力反对，毅然放弃永
兴如日中天的一切，回到家乡耒阳。 历尽艰辛
和煎熬创办了目前我省唯一一家非营利性公
立肾脏病医院———耒阳市肾脏病医院， 一跃
成为千千万万肾脏病患者的“守护神”。 如今，
他的这段传奇故事还在永兴和耒阳的医学界
广为流传。

“采用‘地塞米松’进行冲击治疗，首先要
吃透‘地塞米松’的药理作用，避其所短，取其
所长，巧妙地应用到肾脏病治疗当中去。 ”邓
先国表示，“地塞米松”具有抗炎、抗渗出、变
性、增生、坏死的作用，能改变肾小球的病理
过程，从而达到治愈病症的效果。 但如果应用
不当，就容易出现创口愈合不良、肱或股骨头
缺血性坏死、 骨质疏松或骨折以及并发感染
等不良反应，素有“老虎屁股摸不得”之称。

“在‘地塞米松冲击疗法’医治难治性肾
病综合征的过程当中，‘地塞米松’ 的用药剂
量、疗程、用法、给药途径等方面大有学问和
智慧， 特别是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用药剂量
多少、具体使用时间，是‘冲击疗法’的最大瓶
颈。 成年人在使用‘地塞米松’冲击治疗时，每
天的剂量是平常用量的数十倍， 而少年和儿
童的剂量则严格根据体重来计算， 按比例用
量。 ”邓先国说，在对患者进行“地塞米松冲击
疗法”治疗时，必须严格按照人体生物钟的作
息规律，短时间内进行静脉滴注。

“邓先国之所以能够创新研究出‘地塞米
松冲击疗法’，不仅因为他敢为人先创办了肾
脏病专科医院， 更因为他拥有丰富的医学知
识、深厚的医学功底，以及不懈求索的精神作
支撑。 ”郴州市永兴县人民医院原党总支书记
张小平介绍说。

据耒阳市肾脏病医院副院长张楚文介
绍，不管是外出学习培训，还是诊治患者，邓
先国都会笔耕不辍， 用文字和简略图记录下
所有的内容。 特别是通过“地塞米松冲击疗
法”医治的难治性肾脏病患者，他都会把病例
报告、 诊断依据和治疗过程详细记录并结集

成册。
30 年来，邓先国仅“地塞米松冲击疗法”

的诊治笔记就达 10 多本，为疗法的优化和完
善提供了有力依据，也让他吃透了药理破除了
瓶颈，从而制定出了一套根据成年、少年、儿童
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具体用药剂量方案。

因专而精
重塑患者新生命，开辟领域新天地

鲜花，只会盛开在沃土！
在邓先国的内心深处， 逐梦“肾脏病领

域”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实现抱负、为之
奋斗的毕生追求。 正是凭着这份赤诚和热爱，
他创新的“地塞米松冲击疗法”与其他传统方
法相比，具有消除蛋白尿快、病程周期短、治
疗费用低、 副作用少和不易复发五大显著优
点， 犹如在广袤的难治性肾病综合征领域拥
有了自己的“千里眼”。

在郴州市永兴县碧塘乡乌泥村， 当我们
见到 52 岁的李德福挑着一大担刚收割的稻
谷回到家中时，健硕有力的他，让我们很难将
他与 30 年前的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联系
在一起。

“出院后一年我就结婚了，并有了孩子，
病情再没复发过。 这些年我一直在家干农活，
现在挑 200 多斤没有一点问题， 村里没有几
个人的体力比我好。 ”李德福自豪地介绍，如
今自己仍耕种了 8 亩水稻， 并管理着 6 亩鱼
塘，年收入近 10 万元。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全
家过上了幸福生活。

“能把病治好还没有任何后遗症，真是个
奇迹！ ”二嫂邓兰英惊叹说，当时李德福患上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全身浮肿，四处寻医都没
有治好。“最后被邓医生妙手回春短时间治愈
了，真是不可思议！ ”

同样， 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安源村的村
民肖政大，也是邓先国从“死亡边缘”“拉”回
来的。

“我的病治好快 30 年了，没有复发，我很
感激您的救命之恩。 ”10 月 14 日，肖政大又
一次写了一封感谢信寄给邓先国， 字里行间
充满着浓浓的感激之情。

1985 年， 肖政大患上了肾病综合征，先
后辗转广州、长沙、郴州等地 10 多家医院求
诊，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并欠下了一笔巨
额债务，但是病情依旧反复。直到 1989 年，肖
政大在《湖南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难治性
肾病综合征患者的福音———邓先国采用“地
塞米松冲击疗法”治疗效果好》的文章，让他

看到了希望。 随即，肖政大来到永兴县人民医
院找到邓先国进行治疗。

初到医院，由于双脚高度水肿，普通的鞋
穿不了，肖政大的母亲特意为他做一双布鞋。
悲伤至极的老母亲在走廊边做鞋边跟护士哭
诉：“病得这么严重，怕是没有希望治愈了，这
双鞋不知道我儿子还能穿几天……”然而，仅
经过一个疗程的“地塞米松冲击疗法”治疗，
他的病情就大幅好转了；第二个疗程结束后，
小便尿蛋白便转阴，浮肿逐渐消退，病情基本
痊愈；为巩固疗效，又治疗了两个疗程。 在治
疗了四个疗程 32 天后，肖政大竟奇迹般地痊
愈出院了。

“由于前期辗转各大医院花了许多费用，
来到永兴县人民医院治疗时， 只凑到了很少
的一点钱，邓先国医生还帮我垫付了医药费，
真的非常感谢他。 ”肖政大介绍，目前他身体
健康硬朗，在家乡的一个电站上班，孩子们都
已成家，自己也抱上孙子了，全家人生活得其
乐融融。

今年 28 岁的耒阳市南阳镇淝江村村民
陈湘军，自从患了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之后，腿
脚浮肿、腹部隆起、面部严重变形，体重由 50
公斤增加到 70 公斤，与患病前判若两人。 陈
湘军曾先后辗转衡阳、 长沙等地各大医院四
处求医，花费了 10 多万元，病情总不见好转，
反而愈加严重。原本计划 2014 年底与女友结
婚，但因患病，女方选择了退婚。

一次偶然机会， 陈湘军的母亲听人说起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治愈了许多难治性肾病综
合征患者， 原本已经放弃治疗的陈湘军在母
亲的陪同下来到医院接受治疗。自去年 10 月
入院以来，经过 12 个疗程的“地塞米松冲击
疗法”治疗，陈湘军全身水肿已经全部消除，
面色红润有泽，神采奕奕，即将康复出院。

同样幸运的还有 3 岁的坤坤， 他来自衡
南县廖田镇，因反复浮肿 4 个多月，曾辗转各
大医院治疗，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转化为难
治性肾病综合征。 住进耒阳市肾脏病医院之
后，经过四个疗程的“地塞米松冲击疗法”治
疗，101 天就痊愈出院了，至今未复发。

“在我们医院，像李德福、陈湘军、坤坤这
样重新找回生活希望的患者不胜枚举， 我们
有信心，也有能力，为每一位难治性肾脏病患
者的生命加油续航！ ”耒阳市肾脏病医院现任
院长邓力介绍说。

“地塞米松冲击疗法”———这个难治性肾
病综合征的“克星”，在邓先国多年的临床实
践与研究下，已“修炼成精”，正在焕发出更加
神奇的魅力。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日报》、
《湖南日报》、《大众卫生报》 等媒体就相继报
道了邓先国创新采用“地塞米松冲击疗法”医
治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疗效显著的先进事迹。

1993 年 9 月， 在广东省湛江市召开的
“中南六省肾脏病学会”会议上，邓先国就“地
塞米松冲击疗法” 治愈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
者的先进事例作了典型发言，引起强烈反响。
全国著名肾脏病专家叶任高教授对邓先国的
“地塞米松冲击疗法”给予了高度评价：“难治
性肾病综合征是现代医学一大难题， 邓先国
创新的‘地塞米松冲击疗法’不但成功攻克而
且疗效显著，造福了众多肾脏病患者，开辟了
肾脏病治疗领域的新天地，了不起！ ”

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