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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野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在湖南消化内科界，有一位“拼命三娘”，她
就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晓艳
教授。 她在省内率先开展十余项前沿性医疗新
技术，并多次在DDW（美国消化疾病周）、世界
消化内镜大会等国际权威内镜会议中发出“中
国声音”，被誉为“消化内镜全能女神”。

近年来， 王晓艳相继被中南大学授予首届
“新湘雅巾帼”“医德标兵”及“优秀共产党员标
兵”称号。 近日，记者采访了王晓艳。

“医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她是广大患者的小伙伴，医者仁心，呢语

春风便解顽疾肆虐入骨之痛； 她是消化内科的
女战士，阔斧创新，单瘦身板可担学科发展千钧
之重……”这是王晓艳被评为中南大学首届“新湘
雅巾帼”时的颁奖词，也是她从医25年的真实写照。

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18岁男孩，8岁那年
出现心慌、颤抖、晕厥……被诊断为多发性胰
岛细胞瘤，10年来， 家人带着他四处求医问诊，
但都效果欠佳。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低血糖，他
眨眼功夫就可能晕厥倒地。 一家人为此都陷入
了痛苦之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男孩的父母在网上浏览到
了一篇王晓艳教授应用超声内镜下无水酒精消融
胰岛细胞瘤的最新诊治报道。 今年2月，他们连夜
坐飞机赶到湖南长沙。

在门诊，王教授耐心细致地为男孩问诊、安
排检查、住院。住院后第二天王教授为他实施了
最先进的微创手术———超声内镜引导下胰岛细
胞瘤无水酒精消融术， 凭着娴熟的内镜技术及
慧眼， 术中发现该病人患的是胰腺钩突多发性
胰岛细胞瘤， 王教授为他进行了彻底的消融治
疗， 手术后血糖竟然奇迹般地上升并维持在
4.0-6.0mmol的范围，效果立竿见影。

出院前一天， 男孩妈妈激动地和王教授来
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王晓
艳说：“医生不只是一份职业， 更重要的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病人能高兴地离开医院，就是对
我工作最大的回报。 ”

王晓艳从事临床工作25年来， 每年完成消化
内科门诊12000余人次， 消化内镜下微创诊治患
者3000余例， 成功救治各种危急重症住院患者
500余例。她还建成了湖南省最系统全面的消化内
镜微创诊治技术平台，在国内较早、省内率先实现
了多镜联合对消化系统疾病的“精准诊治”。

“科研，是为了解决临床上的问题”
王晓艳教授经常说：“科研不是目的， 科研

是为了解决临床上的问题，为病人解除疾苦。 ”
2014年，一位年轻女性患者找到了王晓艳

教授。她告诉王教授自己腹泻半年余，已经去过
很多医院， 看过很多医生， 但症状一直未见好
转。

王教授为她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确诊她患

的是“重症炎症性肠病”，她不仅腹泻腹痛，而且
有梗阻，肛周有瘘管。 如果不及时控制，随时有
症状加重、危及生命的可能。为了救治这位年轻
的患者， 王教授加班加点查阅国内外大量的文
献及资料， 得知可以采用国际先进的粪菌移植
技术，有可能解除她的痛苦。但这项国际先进的
技术， 国内没几家医院可行， 王教授也没有做
过。 怎么办？ 她决定为之一搏。

于是，从接诊患者入院起，王教授带领她的
团队，认真科学地为患者设计治疗方案，最后决
定从患者小侄女的粪便中提取有益的细菌，再
注入患者的胃肠道。 王教授在为病人实施手术
的过程中，一丝不苟，精准到位。 经过王教授和
她团队的共同努力， 这个患者的病情得到明显
好转，肛周瘘管愈合，体重增加了15公斤，还生
育了一个健康宝宝， 成为了湖南省内粪菌移植
手术成功的第一人！

当人们问她，是什么原因让你敢于担当，敢于
冒险时，她平静地说：“只为拯救病人的生命”。

25年来， 王教授和她的团队创造了湖南省
首例粪菌移植手术、 湖南省首例白细胞洗脱技
术、 湖南省首例超声内镜引导下胆囊造瘘行息
肉切除术、湖南省首例NOTES保胆术、湖南省
首例胰腺癌射频消融术……如今， 她所带领的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已成为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国家卫健委消化内镜培训基地、中国
医师协会高级消化内镜医师培训基地、 中国医
师协会超声内镜培训中心。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杨沛璇）8月4日，“留住乡愁”———
李小超雕塑/绘画展在长沙李自健美术
馆开展。

留着长发、 身形瘦削的李小超出生
于陕西的一个小山村，长着一张北方汉子
棱角分明的脸。在“黄土里摸爬滚打”长大
的他，从美院毕业后回到了养育他的关中
农村，长期深入西安、咸阳、渭北一带，与
父老乡亲长期相处，记录他们的生活和情
感。 创作时，他把那份深沉的情感融合到
作品里， 注重人物性格和面部表情的刻
画，采取夸张的艺术手法，不求人体各部

位的正确比例， 只求人物的形肖神似，意
在展现黄土地上的秦川父老乡亲那使人
辛酸又令人起敬的慷慨悲壮的生存状态。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评价称，李小超用
自己的艺术去追寻乡村的踪影，以类似于
“乡村调查” 的方式记录那些行将消逝的
生态，在作品中努力“挽留”乡村的故事。
正是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使得他的作品
充满着一种浓郁的诗性，带着悠远的时间
印记，成为永恒的存在。

180余件作品， 从渭河边来到湘江
边，悉数展出。据了解，这是李小超近30
年艺术生涯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个展。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李青霞）刷朋友圈、玩电子游戏……
手机、电脑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小眼镜”，
让束手无策的家长们深感焦虑。 近日，在
中国青少年近视防控名师讲堂上，专家指
出，解决青少年近视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
关注， 近视防控须建立科学的防控体系，
打好组合拳。

据估计， 我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
亿，青少年为近视高发年龄段，防控形
势严峻。 专家表示，儿童青少年用眼习
惯的规范， 是预防近视的重中之重，而
如何进行有效的用眼行为监测和干预
矫正，一直以来是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难
点之一。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视光

学组副组长、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
士生导师杨智宽认为，青少年近视防控
须从预防、 检查和治疗三方面共同发
力，打好组合拳。 防控的关键在于规范
孩子的用眼习惯。 家长和学校需督促孩
子尽量减少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保证
每天的户外１小时活动时间，做眼保健
操等。

专家认为， 青少年由于还在发育，
不适合接受近视手术。 到有相关资质的
医疗机构科学验配角膜塑形镜是有效
控制、延缓近视发展、避免成为病理性
高度近视的安全方法之一，但不建议近
视度数大于600或8岁以下的患者配戴
角膜塑形镜。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易禹琳）8月4日
晚，位于马栏山的国际会展中心座无虚席。 这一
场“青春芒果夜”的晚会就是芒果TV为“90后”
“00后”观众特制，给为期五天的青春芒果节画上
的句点。 整场节目热力四射，观众尖叫不断，台上
台下合力为青春喝彩。

从滑梯上滑下来，又爬上了橡皮艇，晚会在
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的歌曲中开幕。 何炅
现身主持，接着，年轻人喜欢的朱一龙、马伯骞
唱起《小半》；唱出青春迷茫，郭富城一首《动起
来》揭秘永葆青春的秘密。 曾轶可、陈楚生带来
了《狮子座，有没有人告诉你》《这是因为我们能
感到疼痛》两首歌，张杰在360度旋转的小舞台
上倒立唱歌，凌潇潇、汪苏泷及王菲的女儿窦靖
童都带来了好听的歌，全场跟唱。 包贝尔、陈柏
霖、张铁林前来“种草”，介绍芒果TV即将播出
的《爸爸去哪儿6》和《火王》系列。晚会最终在李
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歌声中落幕。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余蓉）
近日，湖南外贸职业学院的4名参赛选
手， 捧回了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的全
国外贸单证岗位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
的奖杯。“要不是郭琳老师陪着我们，
给我们鼓励和指导， 我们也拿不到这
么好的成绩。”其中一名参赛选手何思
感激地说。

“以爱岗敬业为荣，以敷衍塞责为
耻。 ”是郭琳多年教学的宗旨。作为湖南
外贸职业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
老师，她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国内各项职
业技能竞赛。 今年6月，为了指导这4名
学生备考竞赛，她放弃休息时的家庭团
聚，不顾自己刚满周岁的孩子，整日待
在又闷又热、蚊虫滋扰的机房，最早一

个到，最晚一个走。 累了，就在机房的桌
子上趴一会儿，饿了，就用早上带来的
面包果腹。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生们最
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
水。 ”作为一名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职业
素养，维持教学的青春与活力。 郭琳主
动提出下企业锻炼，自费参加国内各项
外经贸类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和完善自
己。 近年来，她先后获得第二届全国国
际贸易类教师说课竞赛二等奖、湖南省
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湖南省教育
规划课题一项，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
一项， 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编写教材10余部。

“医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晓艳教授

“留住乡愁”，用作品“挽留”乡村故事

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亟待建立
专家：近视防控须打组合拳

青春芒果夜为青春喝彩
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 � � � 8月6日，道县1000多名健身爱好者参加“全民健身日”展演，向大众
展示太极拳、功夫扇、广场舞等健身运动项目，倡导全民健身。何红福 摄千人健身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