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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在分秒之间， 与死神赛跑
急诊医生工作时间紧、 风险高、 压力大， 也是医生流失的重灾

区， 但 2001 年刚到医院工作的陈东却主动要求去急诊科， 做好救
护生命的排头兵， 这一份坚持一晃就是 17 年。

2016 年 3 月 21 日晚上 9 点， “120” 送来一个急性胸痛患者，
明确诊断为 “急性心肌梗死”， 必须马上进行 “心脏介入手术”， 但
不明情况的患者家属坚决不同意手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患者
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 急诊科马上给上完 24 小时班刚回家的陈
东打电话， 了解情况后， 陈东直奔医院找到情绪激动的家属， 反复
强调了手术的必要性。 他说： “我既是儿子， 也是父亲， 如果我是
你， 我一定会选择马上手术治疗， 请一定相信我！” 陈东的坚持终于
打消了患者的顾虑， 后来患者安全出院。 有人说陈东说这话太冒险
了， 一旦抢救不了， 怎么办？ 但他却说： “人命大于天。 如果因为
怕担责而没有全力救治， 我会后悔一辈子。” 多年来， 陈东从未在
“救人战场” 上退缩过， 他说： “我的工作， 就是与死神赛跑。”

情在热血中流淌， 予生的希望
医道无界， 不仅是说陈东精湛的医技， 更是体现在这十多年

来， 他一直在用双重身份挽救生命———他是一名医生， 更是一名固
定无偿献血者。 陈东从 2001 年开始参加无偿献血， 17 年时间， 捐
献全血和机采血小板累计 38 次， 11000 多毫升。 曾获 “2010-2011
年度湖南省无偿献血者奉献奖金奖” “2012-2013 年度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银奖”， 并作为湖南省无偿献血代表人物多次在大会发言
及媒体上宣传。

如果说第一次献血是一次偶然， 那么坚持献血却成为了一种生
命的坚持。 有一次， 急诊科接诊了一位从外地转来的患白血病的小
姑娘， 她的血小板连正常人的 1/100 都不到， 全身多处自发性出
血。 由于小姑娘的家乡地处偏远， 没有开展机采血小板业务， 她未
能得到及时的输血救治。 当家人辗转 300 多千米把她转到医院时，
这个 15 岁的小姑娘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白血病女孩的死让陈
东更深深地感受到血液就意味着生的希望， 他更加坚定自己用无偿
献血的行动去为生命加油。

健康无国界， 医者共仁心
多年来，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工作中， 陈东始终首当其

冲， 战斗在最前线。 2017 年 5 月 29 日， 陈东随中国 （湖南） 第 19
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和第 15 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从长沙出发， 赴
非洲开展医疗援助， 执行为期一年的对外援助任务。

2017 年 8 月底， 津巴布韦卡里巴某中资公司项目部在近半个
月的时间内陆续出现了 50 多人发热、 咳嗽， 这让总共才 200 多人
的整个项目部一下子就变得人心惶惶， 不仅影响了工期， 还对人心
稳定及人员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可是当地的医疗水平及条件非常
有限， 中资公司和驻津大使馆想到了陈东他们正在非洲的第十五批
援津巴布韦医疗队。 作为队内唯一的内科医生， 陈东义无反顾， 冒
着被感染的危险反复研究治疗方案， 终于成功抗击疫情。

看到病患， 不自觉地心软救助， 这是陈东的 “软肋”； 精湛的
医术与 “战士” 般的果敢， 这是陈东的 “盔甲”。 正值当年的陈东
在治病救人、 播撒爱与希望的路上， 越走越坚定……

������“输上液体后的我就只能坐
着‘指挥’ 了， 俨然成了手术室
的‘女皇’。” 11 月 8 日， “光明
行” 项目组手术室护士长邓伟红
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当天是项目组进驻凯内马市
的第 6 天， 早上起来她感觉全身
乏力， 但看到挤满大厅的病人，
邓伟红完全忘记了身体的不适，
立即投入“战斗”。

手术还剩几台的时候， 队友
们见她脸色越来越苍白， 感觉快
撑不住了， 赶紧给她输液。 但因
为手术还在进行， 所以她只能坐
在手术室， 一边治疗， 一边“指
挥”。

第二天， 还没完全恢复的她，

又与队友完成了 36 台白内障复
明手术。

平常工作中， 因当地医护人
员严重不足， 专家组 4 名医生的
手术配台， 几乎都要由她一人完
成。 为了不影响工作， 邓伟红手
术日很少喝水。 手术第一天， 她
9 个小时没上厕所， 大家都称她
为“工作狂”。

作为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后， 在塞开展的规格最
高、 覆盖面最广、 影响最大的专
项医疗卫生合作， 项目执行的 20
多天里， 队员们完成手术近 200
台， 100%视力提高， 所有病人术
后情况良好。 活动得到了塞政府
和民众的高度赞誉。

以“软肋”之
行“盔甲”之事
———记湖南省白求恩奖获得者陈东

本报记者 张丽

女子三人组：

万里援非的光明使者

一位是四入非洲手术近 200 台的 “光明使者”， 一位是非
洲小朋友心心念念的 “Mummy Ping”， 一位是打着吊针也不
离开岗位的 “工作狂”。 这样一个 “女子三人组” 来自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 11 月底， 她们刚刚完成 “光明行” 援塞拉利
昂项目， 回到长沙。 先期抵达的， 是来自中国驻塞大使馆的
感谢信， 信中赞誉满满： “专家组全体成员以精湛的医术。
高尚的医德圆满完成了此行使命， 夯实了中塞公共卫生合作
基础， 为中塞友谊谱写新篇章贡献了力量。”

������揭开纱布， 病人重见光明的
一刻， 李芸笑得很开心。

李芸是湘雅二医院眼科副教
授， 这是她第 4 次因“光明行”
项目来到非洲， 也是第 2 次担任
项目专家组组长。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 这次要
去到距离首都 300 公里之外的凯
内马市。 那里自然环境恶劣、 卫
生状况落后， 是埃博拉爆发的中
心。

这也是中国医疗队首次到该
国首都以外的地方开展长时间工
作， 所以， 组长李芸将自己和队
友们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早晨爬上“拉风” 的皮卡车，
从住地一路颠簸来到市政府医

院， 在既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的
检查室里接诊， 30 多度的高温将
大家蒸得汗流浃背。 在漏水的手
术室， 平均每天要完成 30 台眼
科手术。 晚上 7 点多， 走下手术
台的李芸， 和队友凑在昏暗的灯
光下讨论第二天的手术方案。
前一天所有接受手术的病人， 都
要在第二天早上由李芸和队友揭
去纱布， 这是病人最期盼的时
刻， 也是李芸最开心的时刻。

“他们在看到我的那一刹那，
有的会对着我大笑， 有的对我竖
起大拇指， 有的会使劲和我握
手， 还有的站起来和我拥抱。”
与病人共享光明的美好， 是她最
大的快乐。

������刘萍是一位资深的白内障医
生， 也是一位 5 岁孩子的妈妈。
听说妈妈要去非洲， 儿子万万交
给了她一项“特殊使命”： 将他
亲手挑选的 50 支笔送给非洲小
朋友。

抵达塞国后， 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 她自告奋勇， 参加中国驻
塞大使馆组织的义诊， 赴当地学
校， 开展眼科疾病筛查。

义诊结束后， 刘萍将笔分发

给孩子们。 看着那些黑皮肤的学
生脸上灿烂的笑容， 她眼角不禁
有些湿润。

在凯内马市， 看到 16 岁的孤
儿Momodu 家境困难。 刘萍发起
号召， 和队员们一道资助了三百
美金， 帮助他完成中学学业。 医
疗队离开后， Momodu 经常会借
别人的电话， 跟刘萍联系， 聊聊
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亲昵地
叫她Mummy�Ping。

������他扎根急诊室 10 余年， 治病救人， 天天都在与死神赛跑；
他无偿献血 17 年， 捐献全血和机采血小板共 38 次、 11000 多毫
升； 他听从祖国召唤， 作为中国 （湖南） 第 15 批援津巴布韦医
疗队队员， 圆满完成了医疗援非任务。 他先后荣获 2010—2011
年度湖南省无偿献血者奉献奖金奖、 2012—2013 年度全国无偿
献血者奉献奖银奖、 2018 年湖南省十佳急诊医生、 湖南省援外
医疗工作先进个人、 2018 年度湖南省白求恩奖、 “湖南省先进
工作者” 等荣誉。 他就是长沙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陈
东。 12 月 6 日上午， 一场题为“榜样的力量” 报告会在长沙市
会议中心举行， 来自长沙市卫生计生系统的 400余名卫生健康工
作者现场聆听了陈东医师的先进事迹。

李 芸 4次入非，手术近 200台

刘 萍 �非洲孤儿牵挂的“Mummy�Ping”

邓 伟 红 �伤病不下火线的“工作狂”

急在分秒之间， 与死神赛跑
急诊医生工作时间紧、 风险高、 压力大， 也是医生流失的重灾

区， 但 2001 年刚到医院工作的陈东却主动要求去急诊科， 做好救
护生命的排头兵， 这一份坚持一晃就是 17 年。

2016 年 3 月 21 日晚上 9 点， “120” 送来一个急性胸痛患者，
明确诊断为 “急性心肌梗死”， 必须马上进行 “心脏介入手术”， 但
不明情况的患者家属坚决不同意手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患者
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 急诊科马上给上完 24 小时班刚回家的陈
东打电话， 了解情况后， 陈东直奔医院找到情绪激动的家属， 反复
强调了手术的必要性。 他说： “我既是儿子， 也是父亲， 如果我是
你， 我一定会选择马上手术治疗， 请一定相信我！” 陈东的坚持终于
打消了患者的顾虑， 后来患者安全出院。 有人说陈东说这话太冒险
了， 一旦抢救不了， 怎么办？ 但他却说： “人命大于天。 如果因为
怕担责而没有全力救治， 我会后悔一辈子。” 多年来， 陈东从未在
“救人战场” 上退缩过， 他说： “我的工作， 就是与死神赛跑。”

情在热血中流淌， 予生的希望
医道无界， 不仅是说陈东精湛的医技， 更是体现在这十多年

来， 他一直在用双重身份挽救生命———他是一名医生， 更是一名固
定无偿献血者。 陈东从 2001 年开始参加无偿献血， 17 年时间， 捐
献全血和机采血小板累计 38 次， 11000 多毫升。 曾获 “2010-2011
年度湖南省无偿献血者奉献奖金奖” “2012-2013 年度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银奖”， 并作为湖南省无偿献血代表人物多次在大会发言
及媒体上宣传。

如果说第一次献血是一次偶然， 那么坚持献血却成为了一种生
命的坚持。 有一次， 急诊科接诊了一位从外地转来的患白血病的小
姑娘， 她的血小板连正常人的 1/100 都不到， 全身多处自发性出
血。 由于小姑娘的家乡地处偏远， 没有开展机采血小板业务， 她未
能得到及时的输血救治。 当家人辗转 300 多千米把她转到医院时，
这个 15 岁的小姑娘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白血病女孩的死让陈
东更深深地感受到血液就意味着生的希望， 他更加坚定自己用无偿
献血的行动去为生命加油。

健康无国界， 医者共仁心
多年来，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工作中， 陈东始终首当其

冲， 战斗在最前线。 2017 年 5 月 29 日， 陈东随中国 （湖南） 第 19
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和第 15 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从长沙出发， 赴
非洲开展医疗援助， 执行为期一年的对外援助任务。

2017 年 8 月底， 津巴布韦卡里巴某中资公司项目部在近半个
月的时间内陆续出现了 50 多人发热、 咳嗽， 这让总共才 200 多人
的整个项目部一下子就变得人心惶惶， 不仅影响了工期， 还对人心
稳定及人员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可是当地的医疗水平及条件非常
有限， 中资公司和驻津大使馆想到了陈东他们正在非洲的第十五批
援津巴布韦医疗队。 作为队内唯一的内科医生， 陈东义无反顾， 冒
着被感染的危险反复研究治疗方案， 终于成功抗击疫情。

看到病患， 不自觉地心软救助， 这是陈东的 “软肋”； 精湛的
医术与 “战士” 般的果敢， 这是陈东的 “盔甲”。 正值当年的陈东
在治病救人、 播撒爱与希望的路上， 越走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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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中资公司和驻津大使馆想到了陈东他们正在非洲的第十五批
援津巴布韦医疗队。 作为队内唯一的内科医生， 陈东义无反顾， 冒
着被感染的危险反复研究治疗方案， 终于成功抗击疫情。

看到病患， 不自觉地心软救助， 这是陈东的 “软肋”； 精湛的
医术与 “战士” 般的果敢， 这是陈东的 “盔甲”。 正值当年的陈东
在治病救人、 播撒爱与希望的路上， 越走越坚定……

急在分秒之间， 与死神赛跑
急诊医生工作时间紧、 风险高、 压力大， 也是医生流失的重灾

区， 但 2001 年刚到医院工作的陈东却主动要求去急诊科， 做好救
护生命的排头兵， 这一份坚持一晃就是 17 年。

2016 年 3 月 21 日晚上 9 点， “120” 送来一个急性胸痛患者，
明确诊断为 “急性心肌梗死”， 必须马上进行 “心脏介入手术”， 但
不明情况的患者家属坚决不同意手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患者
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 急诊科马上给上完 24 小时班刚回家的陈
东打电话， 了解情况后， 陈东直奔医院找到情绪激动的家属， 反复
强调了手术的必要性。 他说： “我既是儿子， 也是父亲， 如果我是
你， 我一定会选择马上手术治疗， 请一定相信我！” 陈东的坚持终于
打消了患者的顾虑， 后来患者安全出院。 有人说陈东说这话太冒险
了， 一旦抢救不了， 怎么办？ 但他却说： “人命大于天。 如果因为
怕担责而没有全力救治， 我会后悔一辈子。” 多年来， 陈东从未在
“救人战场” 上退缩过， 他说： “我的工作， 就是与死神赛跑。”

情在热血中流淌， 予生的希望
医道无界， 不仅是说陈东精湛的医技， 更是体现在这十多年

来， 他一直在用双重身份挽救生命———他是一名医生， 更是一名固
定无偿献血者。 陈东从 2001 年开始参加无偿献血， 17 年时间， 捐
献全血和机采血小板累计 38 次， 11000 多毫升。 曾获 “2010-2011
年度湖南省无偿献血者奉献奖金奖” “2012-2013 年度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银奖”， 并作为湖南省无偿献血代表人物多次在大会发言
及媒体上宣传。

如果说第一次献血是一次偶然， 那么坚持献血却成为了一种生
命的坚持。 有一次， 急诊科接诊了一位从外地转来的患白血病的小
姑娘， 她的血小板连正常人的 1/100 都不到， 全身多处自发性出
血。 由于小姑娘的家乡地处偏远， 没有开展机采血小板业务， 她未
能得到及时的输血救治。 当家人辗转 300 多千米把她转到医院时，
这个 15 岁的小姑娘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白血病女孩的死让陈
东更深深地感受到血液就意味着生的希望， 他更加坚定自己用无偿
献血的行动去为生命加油。

健康无国界， 医者共仁心
多年来，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工作中， 陈东始终首当其

冲， 战斗在最前线。 2017 年 5 月 29 日， 陈东随中国 （湖南） 第 19
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和第 15 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从长沙出发， 赴
非洲开展医疗援助， 执行为期一年的对外援助任务。

2017 年 8 月底， 津巴布韦卡里巴某中资公司项目部在近半个
月的时间内陆续出现了 50 多人发热、 咳嗽， 这让总共才 200 多人
的整个项目部一下子就变得人心惶惶， 不仅影响了工期， 还对人心
稳定及人员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可是当地的医疗水平及条件非常
有限， 中资公司和驻津大使馆想到了陈东他们正在非洲的第十五批
援津巴布韦医疗队。 作为队内唯一的内科医生， 陈东义无反顾， 冒
着被感染的危险反复研究治疗方案， 终于成功抗击疫情。

看到病患， 不自觉地心软救助， 这是陈东的 “软肋”； 精湛的
医术与 “战士” 般的果敢， 这是陈东的 “盔甲”。 正值当年的陈东
在治病救人、 播撒爱与希望的路上， 越走越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