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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唐静霞） 一
位 73 岁的老村医住进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重症科病房 ， 为何被上
百位乡亲惦记牵挂 ？ 因为 ， 她的
医德感动了乡亲， 乡亲们要感恩！

3 月 24 日上午 ， 郴州市宜章
县赤石乡曹田村邓树现等 4 位村
民 ， 专程从宜章来到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重症科三区 ， 代表该村
上 百 位 村 民 看 望 他 们 心 目 中 的
“最美乡村医生” 邓回回。

村民心中念念不忘的邓回回
老人， 今年 73 岁， 曾是曹田村的
一名 “赤脚医生 ” 。 上世纪 70 年
代初 ， 经过医疗培训 ， 邓回回做

了村医 。 直到 2013 年 正 式 “退
休”， 她一直待在曹田村给村民看
病。

村民们说 ， 不论雪雨寒冬 ，
还是三更半夜 ， 村民有个伤风感
冒 、 头痛脑热的 ， 她知道了 ， 马
上背上药箱赶过去 。 有时 ， 要走
好几千米远的山路 ； 有时 ， 点燃
苎麻杆照亮看病路 。 40 多年了 ，
邓回回没有一句抱怨 ， 只有无私
奉献。

2016 年 12 月起， 邓回回时常
出现消化道出血的症状 ， 病情时
好时坏。 今年 3 月 20 日晚， 邓回
回在家里高烧不断 、 出现便血 ，

被送到了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
诊科 ， 随后转入重症科三区 。 经
过医护人员的抢救 ， 邓回回的病
情基本稳定 。 征得邓回回家属的
同意， 医院针对她进行稳妥治疗，
需住院观察， 进一步诊断病情。

在郴州工作的一位曹田村人，
得知邓回回病重入院的消息后 ，
在曹田老乡的微信号发出倡议 。
当天， 群里就有 60 多位曹田老乡
响应提议 ， 直接发出了 50 元或
100 元的慰问红包。

“她得了重病， 我内心很难受。
她是村里可爱的人。” 此次感恩之
行的村民代表邓中强哽咽着 。 曹

田村现在的 “70 后”、 “80 后”、
“90 后” 中有许多人出生时， 都是
邓回回接生的， 今年 41 岁的邓中
强就是其中之一。

“听我妈妈说 ， 当年我出生
时 ， 请了邓回回老人来 。 老人什
么都没要， 接完生， 交待了几句，
就忙着看其他病人。” 邓中强回忆
说， 邓回回从不向村里人要什么，
村里人硬是要煮碗鸡蛋面 ， 她也
只是礼节性的尝上几小口。

村民说 ， 邓回回只讲付出 ，
不求回报 ， 让几代村里人都感谢
她 。 “好人有好报 ， 全村人都等
着回回医生康复回家。”

乡村医生病重 全村人报恩情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微姜炜）
家住株洲的小瑜年仅 2 岁， 因腹
胀到当地医院就诊， B超检查发现
有肝脏占位， 肝母细胞瘤可能性
大； 家住衡阳的 10岁男孩小童因
右上腹长有包块， 同样被诊断为肝
母细胞瘤……3月 23日， 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透露， 近 1个月来， 在该
院小儿外科病房里收治的患儿中，
患肝母细胞瘤的孩子就有 4个。

该科宰红艳副教授介绍， 近
年来儿童肿瘤发病率已经呈现出
逐年上升的趋势， 其中肝母细胞
瘤是儿童最常见的肝脏原发性恶
性肿瘤， 约占儿童原发性肝脏恶
性肿瘤的 5%~60%。 该病多见于婴

幼儿， 尤其是出生后 1~2 年内多
发， 3岁以下患者占了 85%~90%。

肝母细胞瘤的发病机制尚未
完全明了， 但是一般认为这是一
种胚胎性肿瘤。 肝母细胞瘤发病
初期多不典型， 除了右上腹的肿
块， 后期还会出现上腹部或全腹
的膨隆， 恶心呕吐、 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 腹泻、 腹壁静脉曲张、
发热、 黄疸等表现。 当肿瘤迅速
增大时， 由于包膜张力增加还会
出现腹部胀痛等症状。 部分患儿
肿瘤向胸腔方向生长， 以致腹部
肿块不明显， 但是会表现为肿块
压迫横膈膜出现的呼吸困难。

“手术切除是肝母细胞瘤最为

有效的治疗方法。” 宰红艳表示，
这两个患儿由于病情严重手术难
度大， 从当地医院转入该院小儿
外科后， 经过肝脏肿块三维重建
和残余肝体积计算， 并请该院普
外科主任王志明教授会诊， 专家
们一致认为患儿的肝脏肿块虽然
巨大， 且与门静脉、 下腔静脉关
系密切， 但残余肝脏体积仍然足
够， 可以手术切除肿块。

宰红艳表示， 儿童恶性肿瘤
并非绝症， 因患儿对放化疗敏感
性好， 耐受性强， 通过手术并结
合术前术后的放化疗， 以及部分
靶向药物治疗， 其生存率明显高
于成人。

儿童恶性肿瘤
并非绝症 肝母细胞瘤可手术切除

����� “他是医院有史以来最好的外科医生之
一， 感谢中国政府能派遣他来到我们医
院。” 3 月 20 日， 一封横跨亚欧非三大洲，
飞越两大洋， 来自万里之外的塞拉利昂中
塞友好医院院长卡努所写的感谢信被湖南
省卫计委转送到了湖南省人民医院。 而被
他特别点赞的 “good Chinese doctor” (中
国好医生)， 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普外
科专家、 也是中国 （湖南） 第 19 批援助塞
拉利昂医疗队队员之一的熊邦文。

3月 10日， 中塞友好医院收治了一名
35 岁急性腹痛已 3 天、 神志不清的患者。
由于病情紧急， 院长卡努请熊邦文进行急
会诊。 经检查， 该名男性患者腹部隆起，
全腹压痛， 反跳痛， 已有感染性休克。 由
于医院没有 CT， 诊断不能完全明确， 且病
人不宜转运检查。 危急时刻， 熊邦文结合
自身的临床经验， 判断患者可能是乙状结
肠扭转， 必须马上手术。 如果不手术， 患
者将有生命危险。

虽然当时， 熊邦文刚连续完成两台手
术下台， 且已经下班， 但时间就是生命，
他毅然决定冒着风险为患者进行剖腹探查
术。 术中， 发现患者乙状结肠扭转并坏死，
随后立即为其进行了坏死结肠切除术。 经
过 4 小时的努力， 熊邦文及其医护团队成
功挽救了该患者生命。

近一年来， 熊邦文领衔开展了各类复
杂创新性手术， 手术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40%， 填补了该院多项新技术。

热爱工作， 关心病人， 让熊邦文赢得了
患者的信任和支持， 也让他成为当地医院员
工心中的 “一刀” 哥。 通讯员 张维夏

湖南援塞医生受到特别点赞

�������为继承和发展中医
药文化， 了解中药资源
的基本情况， 3 月 19
日， 永州市江永县启动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
查野外工作。 野外普查
队员们深入该县千家峒
瑶族乡的原始森林“天
女散花” 区域,对该区域
内蕴藏的中药资源进行
了实地普查， 当日共采
集中药材标本 34 种。 图
为普查队员在进行野外
实地普查。

通讯员 李钟胜 周文
远 刘德 摄影报道

野外普查
中药资源

一刀哥，好样的！

八大癌症谣言
专家一一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