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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近日， 怀化市通道侗
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组
织 3 家县级医院医疗技
术人员， 来到离县城 70
千米的边远山村———独
坡镇骆团村开展义诊，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免
费、 便捷地享受优质医
疗服务， 用实际行动践
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图为该县妇幼保健院医
务人员正在为侗族妇女
义诊。

通讯员 曹梦 林秋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通
讯员 张亚娜） 湘北大鼓、 祁
阳小调、 故事新编、 舞台剧、
情景剧等具有地方特色表演形
式的节目， 轮番登场， 给观众
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
宴……7 月 6 日， 一场别开生
面的湖南省艾滋病防治知识健
康科普总决赛在长沙举办， 来
自全省的 14 支代表队纷纷上
台， 围绕 “情系红丝带 共筑
防艾梦” 的主题， 采取不同的
形式， 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活动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防治艾
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健康
湖南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共同主办，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
办。

经过激烈角逐， 长沙市开

福区疾控中心、 长沙学院表演
的 《红丝带访谈实录》 获一等
奖，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疾
控中心、 湘潭市中心医院推送
的 《健康带着幸福来》、 《爱
而不 “艾”》 获二等奖， 永州、
株洲、 常德推选的科普作品获
三等奖。

湖南省艾滋病疫情整体虽
然呈低流行态势， 但感染者呈
逐年增加的趋势， 且经性传播
是其主要的感染方式 。 近年
来， 湖南省艾滋病防治力度不
断加大， 监测系统不断完善，
治疗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截至
2020 年底， 省、 市、 县、 乡 4
级有艾滋病确证实验室 15 家、
筛查实验室 671 家 、 检测点
1460 家 ， 服务延伸至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十三五” 期间湖南省共检测
了 5897 万人次， 检测数与常
住人口比由 “十二五” 期间的
9%提高到了 22%； 抗病毒治
疗比例由 “十二五 ” 期间的
75%提高到了 91%， 治疗成功
率由 93%提高到了 96%。

湖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陈佳新强调， 全
省艾滋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
尚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和病人
未被及时发现， 防治任务仍然
艰巨。 因此， 我们要进一步推
进抓好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
程、 综合干预工程、 扩大检测
治疗工程 、 社会综合治理工
程、 消除母婴传播工程、 学生
教育工程等 6 大工程措施的落
实， 有效遏制艾滋病性传播上
升势头。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张耀)
近日 ，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
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心胸
外科 ) 成功自主开展首例胸
腔镜下肺大疱切除术 ， 救治
1 例双侧肺大疱患者 ， 术后
患者恢复良好 ， 目前已康复
出院。

患者蒋某 ， 男 ， 17 岁 ，
在学校运动后突发 “左侧胸
闷、 气促”， 经诊断为双侧肺
大疱 、 左侧气胸 。 该院神经
外科 (心胸外科) 主任、 副主
任医师熊克晓会诊后表示 ，
该患者左侧气胸 、 肺大疱破
损口过大 ， 采用胸腔闭式引

流术治疗， 胸腔内仍有积气，
治疗效果欠佳 ， 建议采用胸
腔镜下左侧肺大泡切除术 。
经与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
后， 6 月 22 日上午为患者实
施胸腔镜下肺大疱切除术 ，
手术顺利 ， 患者第二天便可
下床活动。

������陈铁强，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
师， 199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今年 54 岁的
他， 在新生儿科已经工作 32 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医院科室主任， 陈
铁强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影
响身边的同事， 所以他时时自省， 处处自
律。 在日常生活和平时的工作中， 他积极发
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020 年， 陈
铁强获得长沙市卫健委 “优秀共产党员” 称
号。

“儿科关乎生命， 更关乎孩子”。 陈铁强
的办公室里有一块患儿家属赠送的牌匾格外
醒目， 上面写着 “医技医德赛华佗， 心热似
火如家人”。 2017 年， 这名患儿当时从一家
县级医院紧急转诊到了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病情危重， 有严重的呼吸困难、 缺氧、 窒
息、 肺动脉高压导致肺出血等症状。 情况十
万火急， 陈铁强立即组织科室会诊， 讨论抢
救措施， 最终选择用高频呼吸机辅助通气联
合一氧化氮吸入等， 治疗孩子的肺动脉高
压。 当时， 长沙只有少数几家医院能够开展
这项技术。 孩子的病情反复、 持续了整整 3
天， 陈铁强废寝忘食、 亲自把关治疗的每一
个环节， 密切关注着患儿病情的变化， 最终
从死神手中把孩子夺了回来。

从医的 11000 多个日日夜夜， 陈铁强的
双手不知抢救过多少小生命， 一次次的救治
经历， 或惊险， 或感动， 或难忘， 被他珍藏
在脑海里， 随之化作更加丰富的临床诊治经
验， 使他在工作中越发驾轻就熟， 他在平凡
的岗位上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了一个共产
党员的形象。 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尽最大
的努力， 救治接诊的孩子， 希望每个孩子都
能平安健康快乐!”

30 多年来， 陈铁强所在科室的规模越
来越大， 救治的病人也越来越多。 任职期
间， 他带领儿科全体医务人员团结协作、 开
拓进取， 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儿科门
急诊人次、 住院人次、 危重病人抢救逐年稳
步上升。 他设立 PICU 病区， 成为长沙市儿
科急救中心； 带领新生儿科成为长沙市医学
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 长沙市新生
儿质量控制中心， 年住院病人近 7000 人次。
工作中， 他耐心指导下级医师， 培训带教进
修医师、 实习医师 200 余人； 经常到基层、
贫困地区开展专业指导、 培训授课、 公益义
诊等； 利用微信、 直播平台与患儿家属搭建
新的沟通渠道； 工作之余， 解答患儿家属对
病情的疑问， 科普各类育儿知识， 得到了患
儿家属的广泛好评。

在新生儿科工作了 30 多年， 陈铁强始
终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爱。 他常常提醒身
边的同事， 要多夸患儿， 多一点安慰和鼓
励， 让孩子的情绪更安稳， 也能树立治疗
的自信心， 尽早帮助他们摆脱疾病的痛苦。

陈铁强凭借精湛的医术、 高尚的医德，
诠释着白衣天使的职业操守， 帮助一个个
患儿恢复健康， 也谱写着一首首动人的关
爱之歌。

本报通讯员 沈梓杨

湖南省艾滋病防治知识健康科普总决赛在长沙举办

情系红丝带 共筑防艾梦

义诊到家门

———记优秀共产党员陈铁强

������本报讯 （通讯员 龙金爱
向纯） 7 月 5 日，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政协携手州民族
中医院到吉首市几略乡夯坨
村 ， 开展 “名中医团队进基
层 ” 中医药服务活动 。 由该
院院长谭晓文带队 ， 副院长
王小军及心内科 、 针灸科 、
推拿科、 眼科等 10 多名专家
参加义诊。

夯坨村位于吉首市西北
部， 是一个典型苗族聚居村，
是州政协的乡村振兴驻村工作

点。 村里老年人多， 健康意识
比较淡薄， 虽然离吉首市区较
近， 因缺少年轻人带， 村里的
老人健康条件较差。 该院根据
群众需求，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
务能力， 把更好的医疗服务送
到基层群众家门口， 切实为基
层群众解难事、 办实事。

“听说州里的中医专家要
来， 我今天特意起了个大早，
最近老是头晕 ， 找个专家看
看， 放心些。” 义诊现场， 群
众们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义

诊。 一下车， 义诊专家们热情
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的村民测
量血压、 测血糖、 听诊、 查体
等， 并认真解答关于常见病、
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愈后保养
等疑难问题。 同时为群众普及
疫情防控预防知识、 合理用药
等常识， 进一步提高了群众防
病治病意识。

据统计 ， 此次义诊活动
共计发放药物 20 余种， 惠及
群众 100 余人 ， 受到了夯坨
村群众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