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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7 月上旬，株洲各地普降暴雨，洪涝肆虐，险情频现，全市各地不同程度受灾，部分群

众遭受巨大损失，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市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商协会情

系灾区、自发自愿、迅速行动，或捐物，或捐款，或直接参与防汛救灾。据统计，在防汛救灾
期间，市县两级工商联所属执委企业、商会协会、异地株洲商会共捐赠爱心款及物资共计
人民币 2330.8849 万元。善款和物资已及时送至受灾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手中。

你们的爱心义举，饱含了对受灾群众的深切关爱；你们的慷慨捐赠，缓解了防汛救灾
物资和食品药品的短缺；你们的积极参与，鼓舞了全市人民战胜洪灾和灾后重建的信心；
你们的社会担当，彰显了株洲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优秀品质和良好风貌。

爱心正在传递，善行还在继续！
在此，株洲市工商联（总商会）向在防汛救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真抓实干，奋力
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全面胜利，为我市加快建成“一谷三区”、加快实现基本现代
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株洲市工商业联合会
株 洲 市 总 商 会
2019 年 8 月 13 日

暴雨、大暴雨，一轮又一轮侵袭；
洪水、大洪水，一浪比一浪猛烈。
洣水、渌江超历史水位，湘江株洲段洪峰距

历史实测最高水位仅差 0.12 米，相应流量创历
史新高。

洣 水告急！渌江告急！湘江告急！株洲城乡
告急！

危急关头，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市
委统战部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关于动员全市统
一战线全力投入防汛救灾工作的通知》。在众多

防汛救灾身影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
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灾面前展现壮举，大
难面前呈现大爱，彰显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
社会担当。

洪灾突如其来，他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村
庄，送上食品、药品，慰问一线抢险人员和受灾
群众。7 月 11 日，株洲市岳阳商会紧急动员，组
织人员投入防汛救灾第一线。当天下午即赴渌
口区淦田镇，送去了牛奶 400 多盒，面包 400 多
个。晚上，该商会又组织人员赴长沙等地调运价

值 34 万余元的棉被、空调被和矿泉水，运往茶
陵县灾区。随后，在市工商联组织下，株洲市温
州商会、浙江商会、邵阳商会等 7 家商会及企业
筹集近 30 万元物资和资金，奔赴攸县、醴陵、渌
口区慰问受灾群众。

救灾现场，他们组织人力、机械，组成抢险
队，全力以赴 投 入 救 援 行 动 。株 洲 市 建 筑 业 协
会 积 极 组 织 会 员 企 业 员 工 1000 余 人 次 ，先 后
赴渌口、天元、醴陵、攸县、茶陵等地参加防汛
救 灾 ，并 捐 赠 价 值 542000 元 物 资 及 现 金

175700 元。
灾后重建，他们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帮助

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北京株洲企业商会捐赠 106
万余元 ，深圳市湖南株洲商会、上海市株洲商
会、郑州市株洲商会（筹）各捐赠 5 万元。北京株
洲企业商会会长、金东集团董事长吴向东捐赠
200 万元，北京株洲企业商会荣誉会长、新华联
集团董事长傅军捐赠 100 万元。湖南神通光电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天泽置业有限公司、湖
南湘银投资集团、湖南联合城市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株洲市福建商会、女企业家联合会、装饰
装修行业协会、品牌服饰联合会……一大批非
公有制企业和商协会纷纷投身灾后重建，炽热
的爱心汇聚成强大的力量。

道路可以淹没，堤坝可以决裂，但爱心不会
被阻断。面对这次洪灾，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用他
们的善心义举，筑起一道坚固的爱的防线。据
统计，市县两级工商联共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商
协会募捐价值 2300 余万元救援物资和现金。这
里，我们晒出爱心榜，向他们致谢致敬！

大灾面前展壮举 大难面前显大爱
——在防汛救灾中彰显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责任担当

文/何细勇

爱心非公有制企业、商协会榜单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7月 31日,参与株洲市防汛救灾捐赠的爱心非公有制企业和商协会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感 谢 信
单位名称

一、株洲市总商会

二、异地株洲商会
北京株洲企业商会
上海市株洲商会
深圳市湖南株洲商会
郑州市株洲商会（筹）
北京株洲企业商会会长吴向东
北京株洲企业商会荣誉会长傅军

三、市工商联直属商（协）会
株洲市岳阳商会
株洲市福建商会
株洲市浙江商会
株洲市邵阳商会
株洲市醴浏同心商会
株洲市宁乡商会
株洲市温州商会
株洲市武冈商会
株洲市大湘西商会
株洲市娄底商会（筹）
株洲市泉州商会
株洲市江苏商会
株洲市建筑业协会
株洲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株洲市品牌服饰联合会
株洲市女企业家联合会
株洲市汽车行业协会
株洲市建材家具行业商会
株洲市青年企业家商会
株洲市环境卫生工作协会
株洲市中小微企业商会
株洲市机械机电商会

捐赠款物价值（元）

94852

1063419
55810
50000
50000

2000000
1000000

340000
152000
151000
150000
110000
54550
35000
26000
22000
20000
5000
1000

1263377
330200
300000
200000
30000
20700
12000
10000
10000
5000

单位名称
四、市工商联执委单位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神通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泽置业有限公司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银投资集团
醴陵华鑫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蓝天物业管理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仁仁洁国际清洁科技集团
株洲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日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新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馨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东洲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协力集团
株洲市麦格米特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大汉惠普信息产业园
湖南联合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江山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豪药业（集团）公司
株洲市丹陵花木有限责任公司

五、县（市）区工商联
天元区 113家企业、2家商协会
茶陵县 5家企业、9家商协会(含异地茶陵商会)
攸县 51家企业、16家商协会（含异地攸县商会）
醴陵市 5家企业、10家商协会（含异地醴陵商会）
渌口区 4家企业、4家商协会(含异地株洲县商会)
芦淞区 4家企业、4家商协会
荷塘区 7家企业
石峰区 4家企业、4家商协会

合计 23308849元

捐赠款物价值（元）

520000
350000
215000
100000
60000
40000
35000
30000
21465
20000
20000
13501
13000
12000
11190
10000
10000
10000
7000
1000
1000

1390000
5140000
1337585
3305300
2060000
750000
71900
192000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宋玺

从医 28年，他始终坚持患者为先，确保每
一台手术“零差错”；为了减轻患者负担，他
在全市率先引入快速康复医疗理念……

对于市中心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株洲
市肝胆胰中心主任唐才喜而言，“医者仁心”
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去践行
的诺言。

从大山走出来的他立志学医
8 月 9 日上午 10 点，在市中心医院肝胆胰

脾外科，刚完成一个疑难病例的会诊，唐才喜
转身奔赴手术室，忙碌似乎已成为他的生活基
调。

今年 55岁的唐才喜出生在炎陵县山区的一
户农家。由于地处偏远，缺医少药曾是当地的
常态。为了治病，那里的百姓不得不翻山越
岭，有时赶到县城就得花上大半天时间。

“长大后，我要让山区的百姓在家门口也
能看好病。”自懂事起，唐才喜便在心中埋下
了一个医学梦。高考时，他毅然选择了临床医
学专业。

经过 5 年的刻苦学习，1991 年，唐才喜如愿
以偿，进入市一医院（现为市中心医院）工作，当
了一名普外科医生。此后的 28 年间，他在肝胆
胰脾外科领域精耕细作，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
为学科带头人，为数万名患者排忧解难。

2000余台手术无任何医疗事故
将一根根细小的血管小心翼翼地游离开

来，在各种脏器之间查找病变部位，再进行精
确的切除及重建，手术出血量不到 10毫升。不
到半个小时，手术便完成了，这是由唐才喜主
刀的一台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时的场景。

“如今，腹腔镜胆囊微创手术已是一种常
规手术。然而这项技术刚起步时，却充满挑
战，因为它改变了外科手术的传统模式。”唐
才喜说，做这种手术，需要医生的眼、手、脚
同时并用，精准配合。

当年，为了掌握这项先进技术的要领，唐
才喜经常早早出门去菜市场，用自己微薄的工
资买回猪肝猪胆，然后利用废旧纸盒和泡沫箱
做成简易的腹腔模型，再用手术刀一次次地进
行模拟练习，从中锻炼手感、积累经验。时间
一长，猪肝猪胆塞满了家里的冰箱，导致妻子

常常抱怨：“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家都成了猪
肝猪胆专业户了。”

勤能补拙，熟能生巧。后来，市中心医院
每年要做 700 多台类似手术，最多的一天，唐
才喜曾连续做了 7 台手术。据统计，近 5 年
来，经唐才喜治疗的住院患者达 5800 余人次，
门诊患者 8000 余人次，完成手术 2000 多台
次，抢救危重患者 700 余人次，从未发生一例
医疗事故。

“如何能保证每台手术不出问题？”记者问
道。

“将患者摆在首位，确保每一台手术都能
全力以赴。”唐才喜答道。

将快速康复理念引入肝胆疾病治疗
“没想到我恢复得这么快，真是多亏了唐

医生！”去年 9月 10日，在市中心医院肝胆胰脾
外科，得知自己术后第 10天就能出院，来自渌
口区的刘嗲嗲直言有些意外。

原来，去年 6 月，年过七旬的刘嗲嗲因眼
黄、尿黄等症状被当地医院初步诊断为黄疸肝
炎，治疗了半个月，黄疸非但没有减轻，反而
越发严重了。后来，他慕名找到了唐才喜。

通过询问病史、体查、仔细分析检验报告
后，唐才喜诊断刘嗲嗲的胰腺上长了个肿瘤，
压迫到了胆管，使其胆汁不能排出，进而引起
了梗阻性黄疸。由于黄疸指数较高，老人需尽
快接受手术。可问题是，该肿瘤紧邻大血管，
术中一旦出血后果不堪设想。此外，患者还合
并有高血压、冠心病，手术难度非常大、风险
极高。

“救人第一，启动快速康复程序。”顶着巨
大的风险，唐才喜为老人进行了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按照术前既定计划，手术历时约 4 个小
时，患者在术中出血仅为 200毫升。

早在 2011年，唐才喜就带领团队引用国际
上先进的快速康复理念治疗肝胆疾病。

“快速康复理念是将麻醉学、疼痛控制及
外科手术方式等方面的新技术与传统的术后护
理方法的改进相结合，从而降低患者的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缩短住院时间，减轻患
者负担。”唐才喜说。

这些年，他带领团队先后主持开展了近 50
项医疗新技术项目，多项技术填补了株洲市的
空白，部分技术达到了国内、省内领先水平，
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省、市医疗成就奖和科技
进步奖。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石琳

株洲日报讯 8 月 12 日，记者从市卫计综合
监督执法局获悉，近日，该局在全市开展了第二
轮游泳场所专项检查，主要针对需要整改的水时
光亲子游泳馆、江湾一号游泳池等 12家游泳场所
进行核查，检测结果均显示合格。

市卫计综合监督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7
月初，该局在全市第一轮游泳场所专项检查中发
现，有 12家游泳场所部分指标或项目不达标。随

后，该局集中约谈了不合格游泳场所的负责人，
组织他们学习了游泳场所卫生法律法规，要求他
们进行自查自纠。

“本次核查行动中，执法人员全面检查了游
泳场所的卫生管理制度、游泳池水质循环处理
设施和消毒设备、禁游标识、公共用品清洗消
毒等情况，并针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重点监督检查。同时，联合市疾控中心对水质
进行随机取样检测。”该负责人表示，此次核查
结果显示，12 家游泳场所已整改到位，未发现
问题。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肖勤

株洲日报讯 8月 7日，正值“七夕”佳节。早
上 7点 30分，在石峰区清水塘街道果园社区，一场
名为“城乡统筹·幸福株洲”的卫生健康巡诊活动
热闹上演了，来自清水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家庭医生团队与居民们来了个甜蜜的“约会”。

“这么热的天，你们还到家门口来为我们体

检，真好！”巡诊现场，居民沈师傅连连点赞。
据悉，当天，有百余位居民前来参加体检。家

庭医生逐一为居民们测量血压、血糖等，并建立了
个人健康档案。

“在这个甜蜜的日子，能让大伙享受到实实在
在的服务，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清水塘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该中心的家
庭医生团队将定期去辖区巡诊，让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

17岁女孩230斤重
医生帮其“缩胃”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

株洲日报讯 “哇，离我的目标
又近了一步。”8月 10日，在省直中医
院肝胆胰脾 （代谢减重） 外科，看到
测重仪上的数值，前来复查的 17 岁小
敏 （化名） 兴奋不已。由于爱吃甜食
且不喜欢运动，8个月前，她的体重一
度飙升至 230 斤。所幸，她及时接受
了袖状胃切除手术，已成功减重 70
斤。

据小敏介绍，她从小体型较胖，
由于生活习惯不好，近年来体重更是

“蹭蹭蹭”地往上涨。因为体重超标，
她有些自卑，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过去，我连买件合身的衣服都很
难。”小敏说，为了控制体重，她尝试
了节食、运动、减肥药等各种方法，
可效果都不明显。在一次求医时，她
得知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减肥，便决
定试一试。

“检查结果显示，由于体重超标，
她已出现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高尿酸等一系列代谢疾病。”省直
中医院肝胆胰脾 （代谢减重） 外科医
生贺彦宇介绍，经过会诊，他们认为
小敏已无法通过节食及运动达到减重
的目的，最佳的方法是进行腹腔镜袖
状胃切除手术。

该手术实为微创手术，医生只需
在 患 者 的 腹 部 打 4 个 钥 匙 孔 大 小 的
洞，借助腹腔镜操作，2 小时便可完
成。手术后，在专业营养师的指导
下，目前，小娟成功减重了 70斤，其
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已达到正常
水平。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6岁至 17
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率是 9.6%，肥胖
率 6.4%。”贺彦宇提醒，青少年肥胖不
仅会加重成年后冠心病、脑中风、恶
性肿瘤等疾病的风险，还会引起儿童
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已
经出现肥胖症状且年龄小于 16 岁的青
少年，可以通过均衡膳食、合理作
息、规律运动等方式，达到减重的目
的，而 16 岁以上的青少年则可以通过
减重代谢手术进行治疗。

名医在线

始终将患者摆在首位，市中心医院唐才喜——

主刀的2000余台手术
“零差错”

我市12家游泳场所整改到位

执法人员正在对游泳场所的水质进行检测。（通讯员供图）

家庭医生与社区居民甜蜜“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