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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职工作的同时， 刘孟江坚
持“以人为本”， 服务于全疆各族患者。
他还主动参加了“郴托情·义诊送医”
活动， 该项活动是卫生援疆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 在按计划完成好所在受援单
位的医疗服务工作的同时， 利用周末休
息时间， 充分发挥医疗援疆队员的技术
优势， 最大程度为需要帮助的村民、 为
各民族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2018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一， 是
新疆托克逊县每个行政村每周举行升
旗仪式的日子， 刘孟江随同援疆医疗
组成员一起， 参加“郴托情·义诊送
医” 活动， 他和其队员自筹资金提前
购买了一些常用药品， 在县卫计委、
博斯坦乡卫生院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配合下， 一早来到了伯日布拉克村，
与数百名村民一同举行了庄严的升国
旗仪式， 仪式结束后， 医疗专家们顾
不上吃早餐便各就各自忙开了， 每一
个义诊台前都排了长长的一队村民，
乡卫生院为每一名专家配备了一名翻
译， 诊疗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一个上
午的时间， 有近 200 名村民接受了专
家诊疗和咨询， 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和
日用品近千元。 义诊结束后， 医疗队
一行又应邀来到了博斯坦乡卫生院，
为几位住院病人进行了会诊， 与卫生
院医师进行了交流， 提出了病人的治
疗方案。

9 月 29 日， 刘孟江随同医疗组一
行 8 人又来到离县城 50 多公里的克尔
碱镇克尔碱村， 开展“郴托情·义诊送
医” 活动。 克尔碱村地处偏避， 共有
村民 1200 多人， 村民看病治疗极不
方便， 在县卫计委、 镇卫生院和村委
会的大力支持下， 援托医疗组利用星
期六休息时间到村部为村民送医送药，
一上午共有 100 余村民接受看病治疗，
免费送药 200 多元。 每到一处完成任
务要离开的时候， 当地群众无不热泪
盈眶的拉着他的手表示感谢， 看到病
人康复后的笑容， 刘孟江深刻体会到
了援疆工作的重要性， 誓要借助自己
后援医院和科室的力量为县人民医院
的发展尽职尽责， 为托克逊人民的健
康奉献着自己的满腔热血。

一年半的援疆时间过去近一年，
他将继续坚守， 这是一份责任， 更是
一份情怀， 他说， 希望通过他们点点
滴滴的工作， 把祖国的关爱送到边疆
各族群众的心坎上， 让援疆人的爱洒
满这广袤的新疆大地上。

的良好形象
□吴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坐落
在火焰山脚下， 夏天最热地表温度可达 80多摄
氏度， 冬天最冷零下 20多度， 温差多达 100 多
度。 托克逊又有风城之称， 10 级大风是家常便
饭， 据说当年在风口区连庞大的火车都可以被
吹翻。 与此同时， 托克逊全年降雨量仅有 15毫
米左右， 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

2018年 8月 27日， 为响应国家号召， 早日
实现健康中国伟大战略，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刘孟江主动申请作为郴州第
八批援疆中期轮换人员之一踏上了这片土地，
开启了自己人生中一段新的征程———对口援疆。
期间， 他立足本职岗位， 在受援医院开展了临
床、 教学、 科研工作， 同时还参加了“郴托情·
义诊送医” 活动， 以实际行动融入新疆、 服务
新疆、 建设新疆， 获得了当地医学同仁与各族
群众的一致好评， 同时被任命为新疆托克逊县
人民医院副院长（挂职）， 被湖南援疆前方指挥
部评为“援疆工作先个人”。

“这大半年的援疆工作丰富了我的人生、 开
阔了我的视野、 锻炼了我的能力。 每当我的工作
得到患者家属和同仁点赞时， 我总是提醒自己这
些都是我应该做好的， 我承载着组织寄予的厚
望， 代表的是郴医人。” 刘孟江自豪地说。

�������对于从小生活在江西赣州的刘孟江而言，
遥远的西北大漠似乎就是风沙尘土的代名词。
干旱的气候、 强烈的紫外线、 巨大的昼夜温差
都让这个江西汉子难以适应。 “以前对新疆的
了解只在书上读到过， 从来没有去过。” 刘孟
江腼腆地笑着， “当时家里人还一直担心那边
的环境， 总是念叨着让我注意身体。” 而谈起
去援疆的初衷， 刘孟江说： “我是一名麻醉医
生， 得知新疆医院需要相关的专业人才， 我就
主动请缨了。” 尽管当时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
要他照顾， 其中一个才刚刚一岁多还在蹒跚学
步， 刘孟江还是毅然决定离家 3000 多公里，
开始了他的援疆生涯。

初到托克逊， 刘孟江身体严重不适应昼夜
的巨大温差和 12 级大风天气， 但他并没有因
为自己身体不舒服而请假， 每天坚持上班。 刘
孟江说： “院党委副书记首建国嘱咐我要好好
工作， 发扬惠爱、 敬业、 求实、 争先的一医精
神， 我要担起这个责任， 不能辜负‘郴医人’
这三个字。”

�������认识到援疆时间有限， 刘孟
江确定做好医疗帮扶是第一要务，
既要“输血” 更要“造血”， 授
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每次手
术后， 刘孟江都会把相应的药物
配方和技术要领告诉当地医务人
员， 希望借此能让技术真正留下
来。 刘孟江觉得自己的使命除了
“帮”， 更要“扶”。

根据工作需要， 经托克逊县
委组织部研究， 任命刘孟江同志
为托克逊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负
责医院医疗质量和教学培训工作
以及援疆对接工作， 同时还兼顾
麻醉科工作的帮扶。 于是， 他积
极发挥一技之长， 针对基层医院
起点低、 底子薄的情况， 自己传
帮带教， 为医院不断提高医疗质
量献计献策。

医院年轻医生多， 执业医生
通过率低， 为此跟医务科一起制
定了临床医生技能培训， 首先开
展全院心肺复苏培训和考核， 使
全院医护人员心肺复苏水平有了
明显的提高； 根据外科医生洗手

和换药不规范开展了外科洗手
和外科换药的培训， 使外科医
生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在麻醉方便， 针对当地疾病特
点， 开展了双腔支气管麻醉， 动静
脉有创监测， 神经刺激仪外周神经
阻滞， 可视喉镜插管， 光棒辅助插
管， 规范科室教学和操作， 制定常
规麻醉操作流程和困难气道处理流
程， 使麻醉科在危重病人抢救和管
理水平上大大提高。

2018 年底还与医院领导一起制
定了医院中长期规划， 利用此次援
疆团队专家优势和资源做好医院学
科搭建工作， 开设皮肤美容科， 打
造心内介入品牌， 做强康复和重症
医学科， 开展影像诊断治疗中心，
把肿瘤诊断业务开展起来。

“我是真的把这里当作自己的
家， 把新疆人民当作自己的兄弟姐
妹一样去爱！” 在刘孟江看来， 医生
都是一家人， 援疆的目的不仅仅是
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眼前的病痛，
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群技艺精湛、 堪
当重任的医疗人才队伍。

��������2018 年 9 月， 一名 72 岁维吾
尔族人在托克逊县人民医院确诊患
有食管癌， 该病只有在支气管全麻
下实施经胸腔镜下食管癌根治术才
能根治。 然而， 食管癌根治术是外
科难度高、 风险性较大的手术， 尤
其是支气管全麻对麻醉医生要求
高， 插管难度大， 特别是插管定
位， 定位不好肺隔离不全， 外科是
没法在胸腔镜下完成手术的。 尤其
是该名患者又是高龄患者， 不仅患
有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等多种
老年基础疾病， 还有脑梗病史， 因
此， 在以往， 这类病人要么选择放
弃治疗， 日夜忍受病痛的折磨， 要
么耗费大量时间、 精力和金钱奔波
到上级医院去治疗。 因为经济原
因， 绝大部分病人最终无奈选择放
弃治疗。

但是， 这一状况随着刘孟江的
到来发生了彻底改变。 了解患者病
情后， 刘孟江克服基层医院药物和
硬件条件有限困难， 经过三次严谨
的术前讨论和准备， 为其量身制定
了详细周全的麻醉计划。 9 月 16

日下午， 刘孟江在缺少纤支镜， 只
能依靠听诊器听诊确定支气管导管
位子的情况下一举完成支气管插
管， 最终， 在历时 4 小时后， 托克
逊县人民医院的首例食管癌根治术
成功实施。 该项手术的成功实施，
填补了该院食管癌手术治疗的空
白， 更标志着该院全面进入食道癌
的治疗。 刘孟江为当地患者带来了
三甲医院优质服务， 赢得当地老百
姓的一致好评。

十月怀胎期盼新生儿降生的母
亲， 是女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但大多数母亲回忆起分娩过程都忘
不了撕心裂肺的疼痛。 郴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在 2016 年已经开展了
无痛分娩术， 现在已经相当成熟
了； 但在新疆托克逊并没有开展
过， 而这个技术需要医生对药物
精准的控制和个体化管理， 不同
民族、 不同地域人群的耐药量不
一样， 如果注射的麻醉药量大了，
产妇没办法使上力， 量小了还是
会疼。

2018 年 12 月 30 日， 一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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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即将临盆， 比起其他产妇， 她对疼
痛尤为敏感， 她要求刘孟江为其实施
无痛分娩。 “我当时带领托克逊医院
的麻醉科医生一直在产房里观察， 随
时调整麻醉药用量。” 在刘孟江的指导
下， 成功为该产妇实施了分娩镇痛，
这也开创了该院相关领域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