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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人学，医患关系相互支持，彼此温暖。大医有魂,生生不息:小医有魄,孜孜不倦,
外科医生有两把刀、一把救人,一把则用来剖析自我……

陈刚：百姓心中的好医生

●记者 夏咸芳
“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
“ 人民的
好医生 患者的救命神”
“ 坏骨复活
妙手回春”
……走进咸安区中医医院
外科主任陈刚的办公室，墙壁上一面
面鲜红的锦旗夺人眼球，仿佛在无声
地彰显着一颗颗医者滚烫炙热的心
和诉说着一段段医患情深的故事。

创新医学技术
1997 年，
陈刚从湖北科技学院医
学院临床专业毕业后被分到高桥中心
卫生院上班。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他，
很
快就发现学校里课本的知识，
在这里根
本就不够用。为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陈
刚开始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自费四处购
买医学专业书籍，特别是手术学类书
籍。并大胆地工作中学以致用。很快，
好学的他便在一众医生中脱颖而出，
得
到卫生院各级领导的一致认可。先后
两次派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进修。
在进修期间，
陈刚虚心向带教老师
和其他医生学习，
珍惜每一次参与和观
摩手术的机会。由于勤奋好学，
刻苦努
力，
他很快就掌握了常见普通外科手术
技术。返院后，
他将所学技术应用至临
床实践中，
积极规范开展外科营养治
疗，
和科室同事一起团结协作，
不断开
展新技术，
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用最新
的、
最成熟的治疗理念、
手术技术服务
于患者，
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提高生

治的病人，都有一种如沐浴春风般的
感觉。他常对医生们说：
“ 我们给病
人节省钱，把这些钱花在治病的刀刃
上，就是延长他们的生命，这也是我
们每一位医生的职责所在。
”
在陈刚心中有一把检验工作标准
的感情尺子，
那就是把病人当作亲人，
病人有疑问，他耐心解答，病人有困
难，
他尽力帮助，
用无私的爱去温暖每
一位病人。每当外科接诊了一名新的
病人，
陈刚都要亲自查看病人的情况，
一旦发现无家属陪同且无行动能力的
病人，
便在每周例会上，
要求护理部尽
快出台护理方案，女病人由女护士负
责照料日常生活起居。男病人由医生
们自行负责。在临床工作中，
他视病
人如家人，
用愉快的情绪感染病人，
用
温和的语言关心病人，使其积极配合
治疗。他用暖心、认真的服务态度获
得了病人及家属的满意。他用扎实精
存质量。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救死
湛的技术，
不断解决病人的痛苦，
获得
扶伤的白衣战士，
处处身先士卒，
有危
很多患者只要家
险抢在先，
有困难干在前；
他夜以继日， 了无数患者的信赖，
庭中有涉及到外科诊治的亲属，都会
忘我工作，
连续多年被医院评为先进个
在第一时间选择找陈刚看病。
人。独立完成了胃穿孔修补，
肠粘连松
家住咸安福安苑的余婆婆告诉记
解，
胆囊切除，
阑尾切除，
腹股沟疝修补
者，
10多年前，
她老伴因外伤找到陈刚
术等手术及其它普通外科手术。
看病，
不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还得到
家住咸安火车站附近的晏先生
了陈刚全心全意的照顾，
让她非常感
至今还记得，自己因为外伤瘫痪 8
动。10 多年来，
她基本上成了陈刚的
年，双侧臀部褥疮十分严重，伤口常
年流脓，就诊了多家医院，均因手术 “铁杆粉丝”，只要家中有人需要到医
院外科门诊治疗，她都第一时间带去
难度大而拒绝手术。一个偶然的机
陈刚办公室，
直接找陈刚诊疗。
会，在朋友的介绍下，晏先生找到陈
刚。由于身上气味异常难闻，
很多迎
面走过的医生都对他避让三舍。陈
坚持职业操守
刚接诊后，不惧怕恶臭，亲自给他换
今年 3 月，咸安区大畈村的石先
药数月。并邀请省级专家前来进行
生因为左足外伤，跟腱断裂，在市某
技术支持，
做手术切除。终于治好了
医院就诊要求先缴纳 2 万元住院预交
晏先生多年顽疾。感谢之余，
晏先生
款，因为经济拮据，石先生被朋友转
与陈刚成了老朋友，
经常介绍自己的
石先生
亲戚朋友前往陈刚所在的医院看病。 到了咸安区中医医院。此时，
面色苍白，左足仍鲜血为其直流。由
于石先生亲属都不在本地，无法提前
把病人当做亲人
预缴交纳医疗费。陈刚获悉这一情
况后，仍然迅速给他安排急诊手术，
“在 21 年的从医经历中，病人的
行跟腱吻合修补术，12 天后，石先生
每一声呻吟，我都会感到心疼，家属
的每一身叹息，我都感同身受……” 康 复 出 院 ，手 术 后 仅 补 交 了 2000
元。石先生的家属从福建赶来医院，
从医 21 年来，陈刚把救死扶伤作为
对陈刚千恩万谢，并悄悄给他送一个
自己的天职，，时刻为患者着想，
只要
500 元的红包，
被陈刚委婉拒绝。
他接诊的病人，
他都尽量为患者合理
21 年来，在陈刚诊治过的病人
省钱，不需要检查的项目，决不给病
中，
像石先生这样，
有为表白心意送钱
人开，能用便宜的国产药，就坚决不
的、
也有衷心感谢他送物的，
对这些他
用昂贵的进口药。凡是接受过他诊

在您身边
有温度的银行
咸宁市咸安区长安大道 166 号
0715-8233909

都一一婉言谢绝，
实在推脱不掉的，
暂
且收下，然后交给护士长婉退患者。
有人问他：
“你全心全意对待病人，不
求回报，
你的工作热情来自哪里”
？对
此，他总是这样回答：
“我们退回的是
红包，
换来的却是患者及家属对我们、
对医院的认定。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
扶伤、
治病救人，
当我们把病人从死亡
线拉回来，
帮助病人战胜了疾病，
这时
成就感就来自病人这点点滴滴的信
任，
这就是最大的工作热情。
”

医生简介

陈刚，咸安区中医医院外科主
任，咸宁市普通外科学会学术委员，
武汉 8+1 城市圈泌尿外科委员。
毕业于湖北科技学院医学院临床
专业，
从事外科临床工作21年，
擅长腹
腔镜、
输尿管镜及膀胱镜等微创手术，
主要致力于胆囊结石、
尿结石等医疗研
究，
从医以来，
他敬业爱岗、
严谨治医、
勤于钻研、
勇于创新，
他精湛的技术，
保
证了患者良好的生活质量,赢得了患者
及患者家属们高度认可和肯定。
咸宁市惠民医院
咸安区中医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市、
区两级职工医保、
居民医保定点医院
★商业保险定点医院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发挥中医特色优势
健康热线：
8324525
院址：
咸安区长安大道 73 号
网址：
http://www.xaqzyyy.

患者送锦旗，感谢医生妙手回春
本报讯（记者 夏咸芳 通讯员 余
宾红）
“陈主任，感谢你妙手回春，为
我切除
‘心头大患’
肿瘤，让我可以安
心的过下半辈子的生活。”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昨日上午，家住
咸安福安苑小区的余婆婆携女儿专
程为咸安区中医医院外科主任陈刚
送来了自己的心意——一面饱含感
恩的锦旗，上书着“医德高尚 医术精
湛”，病对陈刚精湛的技术、医护人员
热情的服务表达了全家衷心的感谢，
一时间传为佳话。
据患者余婆婆介绍，去年下半

年，她无明显诱因突发腰背部疼痛，
呈持续性隐痛，尤以活动后明显，在
本市一家医院被查出肾上腺肿瘤，手
术风险较大，容易并发肾上腺危像，
突发血压飙升危及生命。此后，
余婆
婆回家休养一直未做手术。
但此后余婆婆精神状态特别差，
总担心身体内的肿瘤会转换成恶性
肿瘤。今年 4 月，余婆婆决定去找十
年前为自己老伴实施过手术的咸安
区中医医院外科主任陈刚为自己去
除这个
“心头大患”
。
考虑到老伴目前卧病在床，
生活

不能自理，余婆婆对陈刚提出带着老
伴一齐住院，进行治疗的设想，得到
了陈刚的同意。4 月 28 日，经过近 3
个小时的手术，
陈刚为余婆婆摘除了
肾上腺肿瘤。在余婆婆康复期间，细
心的陈刚还多次去病房看望余婆婆
和她的老伴，多次耐心讲解治疗方
案，鼓励余婆婆和其丈夫树立战胜病
魔的信心，科室的护士们也无微不至
的护理着余婆婆和她的丈夫。感动
之余，
出院后的余婆婆专程托人定制
了一面锦旗送到医院。
余婆婆说：
“ 我可是陈刚主任的

‘铁杆粉丝’了，10 多年来，我们家只
要有人需要到外科治疗，铁定要找陈
刚主任诊疗，不为别的，就冲着他的
服务态度和精湛的医术而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