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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晓玲

“我是一名普通的精神科医生，我的初
心， 就是让精神障碍患者过上正常人的生
活。”11月6日，湘潭市举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先进典型巡回宣讲报告会，
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李淑春的故事被
搬上了宣讲台。宣讲结束后，她深情诠释自
己的初心，赢得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

今年54岁的李淑春从医已有32年。1987
年，她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湘潭市第五人民医
院工作。“五医院是精神病医院，精神科医生
被叫作‘看管疯子的人’。”接到分配通知的
那天，她的心情跌入谷底，一度觉得抬不起
头来。她甚至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住进了另
一家医院“疗心”。

真正让李淑春改变态度的，是一次偶然
的接诊。 一个她从小崇拜的邻居大哥哥，被
“五花大绑”送到了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他
手脚不停地挣扎，嘴里还歇斯底里地狂叫。

面对儿时的好友被精神障碍折磨得痛
苦不堪，她十分心痛，“我一定要做一名优秀

的心理医生，让精神障碍患者过上正常人的
生活。”

在李淑春和同事们的精心治疗下，昔日
的小伙伴逐渐康复。 这让李淑春有了成就
感，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

“作为心理医生，我们的接诊室如同一个
‘战场’。”李淑春说，精神障碍患者由于不能控
制自己的情绪， 有时甚至会把脾气撒在她身
上。她曾被患者打过、骂过。刚开始接触精神障
碍患者时，李淑春会在诊室的桌子下面放一个
小板凳，以便在病人狂躁发作时作一个中间的
隔断，“他们朝我发泄，我不怪他们。”

前不久， 她接诊了一位中度抑郁症患
者，对方经常莫名的四肢酸痛，有时痛到整
晚睡不着，到综合医院多次就诊却又查不出
什么毛病，患者因此痛不欲生。“其实，这是
抑郁症造成的躯体性疼痛。”李淑春说。

顺着患者断断续续地讲述，李淑春不断
抽丝剥茧，最终找到了对方隐藏在内心深处
的那根“尖刺”，对症下药予以治疗。

“和病人‘聊天’是精神治疗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患者， 除了冰冷的器械和药物，更

需要一颗温暖的心。” 李淑春将美国医生特
鲁多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奉为座右铭，告诉自己要做有温
度的医生。

工作以来，李淑春为近10万人次开展了
临床诊疗、危机干预、院外会诊，不少人在她
的帮助下走向康复。然而，治病救人的医生
却成了病人,2010年， 李淑春被查出患有乳
腺癌。但她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如今， 李淑春已经走上了医院管理岗
位，但她仍心系临床，每周三固定在门诊接
诊。 她还组建了湘潭首家开放式治疗病
房———失眠心理科，主要收治轻度精神障碍
患者，提倡精神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李淑春
还带领团队义务去工厂、社区、学校宣讲心
理健康知识，吸引了约7万人次前来聆听。

这些年，李淑春收获了很多荣誉：湖南
省“三八”红旗手、湘潭市精神心理卫生首席
专家……

“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能忘了自己的初
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更不能忘了自己
的初心。”李淑春说。

蓝山：
科技治超见成效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马朝辉）“本来想多拉点货赚点外快，
还是逃不过你们的火眼金睛。”近日，涉嫌超
载拉河砂的车主李某经过蓝山县猫仔冲检测
站时，被非现场执法系统自动识别拍照后，被
执法人员当场查处。

近年来，蓝山县创新治超模式，推行科技
治超，在重点路段设置电子监控抓拍设备，利
用非现场执法运行系统24小时全天候自动检
测货运车辆，实行自动识别和抓拍、动态自动
称重。将检测站、动态检测点、源头企业、高速
路口、流动检测车、路网等6个源头全部接入
治超监控指挥中心平台，发现问题后,指挥中
心通过信息系统及时通报、及时处置。同时，
由公路、交通运输、交警大队部门开展现场联
合执法， 不定时不定点对重点路段进行突击
和流动巡查。

科技治超，让超载无处遁形。据统计，今
年1至10月， 该县开展治超突击行动93次，检
测货运车辆97000余台次，查处违法超限超载
车辆391台，卸载货物2412.14吨，超限超载率
控制在1%以下。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王晗）数字
化时代，证券金融行业如何转型？近日，“岳麓
论剑·科技赋能”分布式转型高峰论坛在长沙
举行，来自国信证券、中信建投等国内知名证
券金融企业的近300位专家和业界精英齐聚
一堂，探讨证券行业数字化发展方向，共议核
心系统分布式转型路径。

随着“互联网+”不断推进，分布式架构
已成为证券金融业系统建设的重要方向。新
一代分布式技术将重构金融核心业务， 分布
式转型成为证券公司实现全面数字化转型

的关键动作。业内人士预测，未来5年中国证
券行业将基本完成分布式转型。

这次论坛主办方深圳华锐金融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为证券金融行业提供
新一代分布式基础技术及核心业务系统的高
新技术企业。经过3年成长，已先后布局深圳、
上海和北京。10月17日， 公司签约落户岳麓
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在长沙设立发展“第四
极”。

当天，华锐金融科技研究所揭牌，华锐分
布式技术研发基地（长沙）正式成立。

分布式转型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证券金融业核心系统转型“破冰”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琼）11月9日，2019“我与十三村的故事”有奖
征文颁奖活动在湖南省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举
行，作家马笑泉凭借其散文《十三村记》荣获特
等奖，奖金高达50万元。田瑛、贺秋菊获一等奖，
游和平等3人获二等奖，周拥军等4人获三等奖，
另有28人获优秀奖。十三村食品公司驻村扶贫
村———临湘市羊楼司镇新屋村党支部书记黎
元昌应邀为获奖者颁奖。

湖南省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在创始人、

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李国武的引领
下，多年来坚守“良心做食品、善心做公益”的
经营理念， 从当年解决就业20人到现在的
500多人，先后荣膺“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
就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

为了提升品牌的亲和力和社会责任感，
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从2008年开始举办征
文活动，至今举办5届，特等奖奖金从1.3万元
提高到50万元。 本次征文自2018年10月启
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稿2300多篇。

“十三村”50万元征文揭晓
作家马笑泉夺魁

�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11月5日，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
纪委收到一份交办函， 反映该乡山口村卫生室
存在医生违规收费问题。 该乡纪委与允山卫生
院立即抽调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通过查账、处
方核对、入户走访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

“村卫生室既收一般诊疗费又收注射费，
是否合理”“几块钱的药， 我们村的医生收十
几块”……10月下旬，江永县纪委监委陆续接
到群众举报， 反映一些乡村医生在行医过程
中存在违规收取注射费、 高价收取医药费等

行为。县纪委监委、卫健局等部门联合行动，
对全县112个行政村210名乡村医生开具的
806张处方单、50种处方药价格和诊疗费进行
抽检，共查处村卫生室违规收取注射费、一次
性注射器重复使用、未执行药品零差价政策、
无行医资格人员坐诊开处方等问题89个。

“以零容忍态度， 惩治农村医疗领域腐
败。” 江永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宋飞云表示，下
一步， 还将强化对农村医疗收费相关制度落
实情况督查检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着
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

江永整治农村医疗“微腐败”

�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通讯员 蒋孟霏
记者 姜鸿丽） 常德津市药山镇八宝湖村原村
党支部书记唐汇芳等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次
本级财政预算审计，打破了自己的“发财梦”。近
日，津市审计局在本级财政预算审计中发现，唐
汇芳等人涉嫌套取2016年度林业专项补贴资
金，该线索已移交给津市纪委监委处理。

近年来，津市创新监督举措，建立纪委审计
紧密协作机制，推行巡审同步，坚持巡察巡到哪
里，审计审到哪里。审计将发现的违纪线索及时
上报，为纪委监委提供办案依据。纪委监委利用
审计成果，加强约谈和问责，强化纪律约束。在
两轮专项巡察中， 津市审计共向当地纪委监委
移交问题线索4个，联合监督收到实效。

津市巡审同步强化纪律约束

做有温度的医生
———记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李淑春

� � � � 11月10日，湖
南省人民体育场，
亲子家庭在进行
“踩石过河”竞赛。
当天，长沙师范学
院附属小学总校
开展以“传统体育
展风采，亲子运动
乐开怀”为主题的
趣味运动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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