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海波(长沙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主任医师)

从小随着父母在贵州安顺大山深处的兵
工厂长大，1996年，刘丽文大学毕业分配到长
沙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工作。

行医 24 年，她用过硬的技术让无数妇科
肿瘤和妇科疑难疾病患者获得了及时有效的
救治。经常在手术室一站就是一天，下了手
术台，又来到病房查看术后患者，了解第二天
准备手术的患者情况。

2015年除夕，新年钟声敲响，一位前置胎
盘大出血的患者紧急就诊，经过通宵抢救，患者
转危为安。守在病床旁的刘丽文，看到清晨的
阳光才意识到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面对妇科肿瘤患者，她总是主动关心、主

动帮助，认真倾听患者诉求，亲自到病床前抚
慰，患者出现经济困难时，她也总是想方设法
给予帮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刘丽文带领科室团
队调整出诊时间，重新设置诊疗区域，对前来
就诊患者严格做好防控措施，春节期间妇科门
诊没有停诊一天。

她带头积极申报课题，目前已完成四个
省、市课题，发表 10 余篇文章，每年完成两个
继续教育项目。近年来，医院妇科门诊量和手
术量逐步提高。2019 年妇科被评为“长沙市
优秀重点专科”“长沙市医学会优秀专业委员
会”。

刘丽文（长沙市第一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

逐梦走出大山 坚守行医初心 老兵新传更护“医”
他是口腔科战线上的一位老兵，却时常在

医院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大家眼中的他，

技术精湛，风趣幽默又不失和蔼。工作中遇到

疑难病例，请肖海波出面，准能顺利得到解

决。

肖海波率先在省内开展三维根管充填、

显微根管治疗及显微根尖手术等先进技术。

工作之余，经常为院内外疑难病例会诊，进行

技术指导，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给下级医生、

进修医生专题讲课，传递业界新动态，推广临

床新技术，为提升湖南口腔医疗水平贡献一

份力量。

不仅技术好，肖海波还是个热心肠，多次

通过募集善款等方式帮助困难患者。今年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肖海波主动提交“请

战书”在急诊坐诊，协助医院开展联防联控工

作。

从业以来，肖海波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

文 20 余篇，主要参与《长时间低剂量槟榔碱

对上皮细胞恶性转化的影响》、《CBCT 在牙

隐裂的诊断及治疗中应用的临床研究》等课

题研究。

他在复杂创伤及严重的关节创伤修复手
术有较深造诣，在关节置换、翻修以及运动医
疗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及手术经验，在骨盆
髋臼骨折的手术治疗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018年 7月，79岁的黄福斌老人因“髋关
节骨折、腹主动脉夹层”住进了骨创伤、手外
科。为了减少手术创伤，最大限度的降低术
中、术后的并发症，邓件良最终决定采取 X 线
C 臂透视下行左股骨粗隆粉碎性骨折闭合复
位，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固定微创手术。手术
当天，在承受了40分钟的X线辐射后，邓件良
成功地完成了手术。由于手术创伤小，患者无

任何并发症发生，老人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仅仅
观察了两个小时，就回到了骨科病房，两周后
老人就可以在助行器辅助下行走。

2018年3月，长沙市中心医院正式成立创
伤救治中心，邓件良被任命为该中心的执行主
任。

“原先是‘患者被动等医生’，现在是‘医生
主动等患者’。”邓件良说，新的救治模式打通
了院前急救、院内急诊及专科会诊的通道，缩
短了严重创伤病人的黄金时间，大大降低了患
者的致残率和死亡率。目前医院每年收治的
危重创伤患者超过300人。

邓件良（长沙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执行主任、副主任医师）

争分夺秒救治创伤患者的奔跑者

姚 兰(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产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高危孕产妇的“保护神”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3年，姚兰是高危孕

产妇的“保护神”。
40 岁的欧女士在外院诊断为凶险性前置

胎盘，既往有两次剖宫产手术史，该次妊娠且
合并重度子痫前期。4 月 14 日下午，姚兰亲
自带领前置胎盘团队为欧女士实施了剖宫产
手术。在多科室医护人员的通力协作下，通
过压迫、缝合止血。予子宫整形恢复子宫正
常形态等一系列操作，手术最终顺利完成，母
子平安。

在这场“生死劫”中，姚兰带领的前置胎盘
专科团队，在多学科的支持下，积极备战，精密

预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同时也让长沙市妇
幼保健院产科的危急重症处理水平又提升到一
个更高的水平。

近年来，她积极参加院内院外的危重孕产
妇救治工作，用扎实的临床理论知识及高超娴
熟的技术操作成功抢救危重症患者近百例。

她于 2017 年创建胎盘疾病亚专科并担任
学科带头人，三年来收治前置胎盘病人 600 多
人次，均平安分娩，无一例子宫切除。2019年3
月，她在长沙市率先开展足月妊娠外倒转术，至
今实施外倒转术200余人，成功率达到70%，获
得病人一致好评。

她是中南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导
师，中国心衰中心核查专家。

在长沙市第三医院心血管病学科医务人
员眼里，主任张育民严谨、温和，随时随地把治
疗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团队。

来自湘西的姚爹爹多年来气喘、说话无
力，在当地多次治疗效果不好，病情一度恶化，
家属抱着一丝希望把老人送到长沙市第三医
院。张育民带领团队经过一夜抢救，把老人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姚爹爹病情稳定后，张育民对他进行了
全面的检查评估，制定了介入血管治疗、药

物、运动、饮食等综合治疗方案，让老人的病
情逐渐好转，困扰他多年的气喘问题终于得
到解决。

在张育民的带领下，长沙市第三医院心血
管病学科从最初的 50 张病床，发展到现在拥
有3个病区、200张病床，成为长沙市医学会心
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主委挂靠科室、长沙市重
点专科，授牌为“中国心衰中心”。

她带领学科团队与长沙及周边地区 16家
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医联体合作
网络，为基层培养心血管专业技术人才及心衰
规范化诊治管理人员。

张育民(长沙市第三医院心血管病学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颜新艳（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兴马洲村卫生室村医）

甘做村民“健康守护者”

颜新艳出生于医学世家，2002年受天心区
南托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指派，到兴马洲村担任
村医。

她从事乡村医生工作19年，坚守江心洲岛
7 年，累计接诊病患 5 万余人次。7 年里，她把
兴马洲当成自己的家，离家很近的她，平均每三
天才回一次家拿换洗衣物。

兴马洲老人多，颜新艳每天服务约 100 余
人，给每一位65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凭着
精湛的医术和热情的服务态度，洲上的村民更

将她当成自己人，亲切地称她为“健康守护者”。
在2019年7月防汛期间，颜新艳共协助当

地政府帮助5000多名群众进行紧急转移，配合
天心区南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移 85 岁
以上病人56名，为兴马洲群众转移工作作出了
突出贡献。2019年，她荣获天心区“最美系列”
之“最美医师”称号。

颜新艳说，不论自己在什么岗位，身在何
处，医者为民是一份初心，更是自己一直在坚守
的一份使命与担当。

李洁芳(长沙市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

践行“医者精神” 彰显仁医情怀

黄晓亮(浏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医术高、医徳好”——这是李洁芳的病人
和同事对她躬耕杏林近三十年给予的最朴实
评价。凭借着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和对病人
的高度责任感，多年来，李洁芳妙手仁心、甘于
奉献的崇高品格温暖着每一位病人。

多年的从医经验为李洁芳塑造了独特的
诊疗风格。诊断上，李洁芳主张辨病和辨证相
结合；辨证要点上，主张根据疾病的症状、体
征、辅助检查、病史，结合患者的年龄、性别、体
质及机体状态进行综合分析；中医治疗时，注
重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娴熟运用中药药方，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
凭借着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和对病人的高

度责任感，李洁芳在工作中敢于创新，率先在全市
试点第一个“无陪护病房”，从患者的生活照料到
医疗护理的全程陪护给了患者“家”的温暖。她所
带领的科室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无陪护病房”的标
杆、优质服务的名片，被评为敬老爱老模范人物。

“无陪护病房”优质服务口碑迅速传播，医
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极大提升。因为心系患
者，李洁芳带领的中医科一直保持着零纠纷、零
事故的纪录。

巾帼不让须眉
2004年7月份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疗系，

黄晓亮从事新生儿科工作已15年。
一天深夜，新生儿科一名患儿突发呼吸困难，

血氧饱和度仅50%左右，全身发绀，口鼻冒出大量
鲜血……黄晓亮接到电话立即赶到病房指挥抢
救。经过一整夜的抢救，患儿生命体征暂时趋于
平稳。次日上午，患儿再度出现呼吸困难，血氧饱
和度下降至60%，全身青紫，奄奄一息。黄晓亮果
断采用一氧化氮吸入治疗。患儿数分钟内血氧饱
和度上升至90%以上，皮肤转红润，孩子得救了！
经过3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患儿病情平稳，成功撤
离了一氧化氮。

这是浏阳市首次使用一氧化氮治疗新生儿持

续肺动脉高压，填补了当地新生儿复苏技术空白。
她是浏阳市唯一新生儿复苏市级师资，近几年

每年在医院进行院内培训及考试考核，带领科室团
队下到乡镇医院及江西周边县市进行讲课、查房和
新生儿复苏培训，培训500余人次。

担任新生儿科主任6年来，她率先在浏阳开
展了新生儿亚低温治疗缺氧缺血性脑病，一氧化
氮吸入治疗新生儿肺动脉高压，新生儿脐静脉置
管，新生儿脑功能监测、袋鼠式护理等治疗方案，
绝大部分危急重症患儿均可在本院得到治愈。

在她的带领下，新生儿科目前已成为浏阳市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并于2019年成功获评“浏
阳市特色专科”。

段继新[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本部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医”消得人憔悴

2006 年，段继新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调
入长沙市中医医院工作，承担组建医院神经外
科的重任。他每天工作长达 15 个小时，有时
连续开展四五台手术，周末加班更是常态……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全科室年手术量 600 台
次，年收治病人1200人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带领团队坚守
工作岗位，安排医护人员支持一线抗疫工作。
复工复产后，他又坚持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两
不误，迅速的投入到临床工作中。

行医二十余载，段继新创造了一个个的奇
迹，成为了患者心中名副其实的“保护神”。

从医以来，他从不收受病人的红包，多次带头
给有困难的病人捐款。他视患者如亲人，在
医术上力求精湛，在学术上攻城拔寨，最终收
获了种种美誉，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认可，他
先后荣获“长沙市十佳医学重点学（专）科带
头人”“长沙市十大技术创新标兵”“长沙市
优秀医师”“长沙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医院“优秀科主任”，连续六年荣获年度嘉奖
并记三等功。

为“医”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行医
二十余载，留下口碑一路，段继新却说：“这不算
什么,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于跃武(宁乡市中医医院内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欢跑的马儿……这
一切都与从小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长大的于跃
武无关。2008 年大学毕业，那一年他通过宁
乡“5127”高素质人才引进工程，成为宁乡市
中医医院的内科医生，他不得不告别父母、离
开家乡。

今年 1 月 27 日，医院响应上级指令，招募
医护人员后备队，随时准备赴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一线支援。于跃武主动请战，最终以队
长身份带领两名同事驰援长沙市公共卫生救
治中心。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双层手套，给诊
脉、治疗都增加了难度，于跃武和战友们克服

困难，发挥中医优势，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新
冠肺炎，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每天繁忙的工作之后，于跃武回到房间仍
舍不得休息，上网关注疫情动态、查阅资料，研
究最新的诊疗方案，在微信群里讨论救治办
法，争取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医药在抗疫一线的
作用。经过35天的奋力拼搏，于跃武圆满完成
了医疗支援任务。

参加工作10多年来，从未发生医疗差错事
故，先后发表论文多篇。同时，他还兼任长沙
医学院的教学老师，由于授课内容丰富多彩、
授课方式适用简学，深受学生喜欢，年年都被
学校评为“优秀老师”。

白衣执甲战疫魔

邓桂林 刘兆衡 张建平
夏影荷中尽，秋意菊上浓。
经历了冬的严寒、春的萌发、夏的洗礼，星城长沙，又一个

丰收在望的秋天正如约而来。
此刻，回望新冠病毒肆虐的数月时光，那些惊心动魄，那

些悲怆壮烈，那些刻骨铭心，依然历历在目。
历史，必将铭记这场生死鏖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湖

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长沙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立足于抓早抓细，超前谋
划，积极应对，慎终如始，同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全市上下
众志成城，确保了长沙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
果，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拓展。

疫情发生以来，长沙近万名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义无反
顾冲上没有硝烟的战场。口罩的勒痕、开裂的双手、坐着的睡
姿、湿透的防护服……难忘的一幕幕不断闪现。

他们是白衣天使，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因为选

择担当，成为了最美逆行者、成为了英雄！
8月19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长沙市医学会表彰

100位优秀医师（其中包括10名德艺双馨优秀医师）和50位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殊贡献医师”，激励全体医务工作者以
他们为榜样，进一步弘扬抗疫精神，护佑人民健康，为建设健
康长沙贡献力量。今天我们撷取了10名德艺双馨优秀医师的
典型事迹，并以此向全体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勇者吾辈出，湖湘多血性。
致敬这个伟大时代！致敬这个伟大时代最可爱的白衣天使！

德艺双馨 星城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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