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团队研究填补医疗空白

邱玲， 女， 1973年4月出生，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援藏期间， 邱玲率团队推动
首家 “基因扩增检测实验室” 验
收； 建立临床检验中心； 用3年
时间构建完整质量体系， 使检验
科成为海拔最高、 符合国际标准
的临床实验室。 她3次牵头组织
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 培训600
多名检验人员。

古稀画家投身公益

王铁牛， 男， 1950年12月出
生，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2014年起，他投身“送欢乐下
基层”活动，走遍大江南北。 他走
进科学院、大兴安岭、延安、大凉
山，走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还赴
武汉慰问白衣天使。 他为劳模和
英雄画肖像、培训基层美术骨干，
开办数十场文艺培训课程。 他还
建立微信群，为学生们答疑解惑。

首创反诈工作组护群众安全

王佳， 女， 1981年8月出生，
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反诈
中心负责人。

为阻断电信网络诈骗， 她首
创全市反诈工作群组， 融合侦查
手段、动员分局47个派出所加入。
针对不同受骗群体， 创新分类劝
阻法。 3年来，她走遍朝阳553个社
区村庄。 她还到全市30多所高校
授课，创立校园反诈公益组织。

诚心助力残疾人

王方勇 ， 男 ， 1975年6月出
生， 昌平区南邵镇纪窑村残疾人
专职工作者。

他熟记村里46名残疾人的生
日， 自掏腰包为残疾人送上生日
礼物。 疫情期间， 残疾人出门不
便，他为大家采购生活物品。他推
轮椅带着腿脚不便的老人晒太
阳，陪他们聊天。他还帮助残疾朋
友网购辅具，上门指导使用方法。

护航生命坚守管理救援一线

刘晓宇， 女， 1984年12月出
生， 东城区应急管理局东花市街
道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 北京
红箭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救援员。

她为企业做安全法治培训，3
年来，面向公众授课超百场。 2021
年7月，她随北京红箭应急救援促
进中心赴河南新乡卫辉， 在污水
里推舟前行， 脚底被腐蚀脱皮，5
天转移1000多人。 （盛丽 整理）

专题【人物】06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张瞳│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黄巍│２０21年 10月 13日·星期三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雷蓬

———记西城区广外医院内分泌科医生计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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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扶贫经历、 美丽的
鄂伦春、 热情的阿里河， 我做的
不多， 但收获不少， 感谢所有的
人。” 不久前， 西城区广外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计烨发了这
样一条朋友圈。 提起鄂伦春， 很
多人想到的也许是欢快的儿歌
《勇敢的鄂伦春》， 也许是充满民
族风情的狍角帽， 但在计烨的心
中， 却是满满的回忆和深深的牵
挂。

北京专家开方子
疑难杂症药到除

2020年11月， 计烨受上级部
门指派， 跨越了近2000公里， 从
北京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
治旗开展精准健康扶贫工作。 在
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工作期
间， 她每周都要出门诊， 以精湛
的医术诊疗了600余人， 并不定
期参与义诊活动 、 开展健康宣
教， 惠及群众1000余人， 受到了
病患、 群众的一致好评。

“大夫，太感谢您了，我父亲
的病好多了。 ”一天早晨，计烨刚
到诊室门口， 就遇到一位特意来
致谢的患者家属。 患者是一位老
年男性，感冒后出现前胸、后背发
热的症状。症状已经持续两周，在
夜间尤其明显， 以至于老人不能
安稳入睡，异常烦躁。经过一周的
住院治疗， 老人的症状仍旧没有
改善， 家人听说旗医院来了位北
京专家，就赶紧挂号来看病。

这位北京专家就是计烨。 接
诊老人后， 计烨通过 “望、 闻、
问、 切”， 判断出老人的病症是

由于血瘀而引起， 在中医上称为
“灯笼热”。 于是， 给老人用血府
逐瘀汤加减治疗。 3天后， 老人
的症状明显减轻， 烦躁消失了，
睡眠也好多了。

还有一位天疱疮患者， 此前
曾在哈尔滨某医院诊治， 一直服
用激素， 但症状却反反复复， 除
了起疱之外全身浮肿， 四处求医
也未见好转。 听说旗医院来了北
京专家 ， 医术不错 ， 便慕名而
来。 计烨给他开了7付汤药， 用
了滋阴清热、 活血利水的方法。
患者服药后症状明显改善， 连续
治疗一个月后， 起疱明显减少，
浮肿减轻， 人也觉得轻松多了。
为了表示感谢， 患者给计烨包了
一个 “大红包”， 但被计烨婉言
谢绝 。 “看到您的病情有所改
善 ， 就是对我最好的回馈了 ”，

计烨说。

健康宣教治未病
交流带教倾囊授

除了细心耐心 接 诊 患 者 ，
计 烨 还 很 注 重 健 康 宣 教 。 她
说 ： “健 康 宣 教 是 中 医 治 未 病
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 宣教工
作到位了， 很多疾病可以早防早
治。 ”

计烨发现， 由于鄂伦春当地
气候及百姓的饮食习惯，高血压、
心脏病、糖尿病的发病率很高。针
对这些情况，门诊中，她在给予患
者药物治疗的同时， 还会有针对
性地给予生活干预， 使药物治疗
和饮食、运动、情绪控制等达到平
衡，从而更好地防病治病。

除了慢性病， 胃肠疾病也属

于鄂伦春地区的高发疾病， 而这
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 经过
一段时间的健康宣教， 当地百姓
的健康意识逐步增强， 主动前来
医院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人越来
越多。 计烨建议， 患者应该采用
分餐制、 注意使用公筷公勺， 以
降低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机会。

在旗医院， 除了日常门诊，
计烨还担任院长助理， 负责中医
科的业务能力拓展， 以及与当地
同事的交流、 带教。

“计老师， 您帮我看看这个
病人的化验单。 ”“他有可能是亚
急性甲状腺炎。 甲状腺这个部位
疼不疼啊？ ”每当其他医生向计烨
咨询时，她都会认真解读化验单，
详细询问病史， 确保诊断无误；
同时， 也会借着病例向科室人员
讲解， 让大家更直接地学习。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病例， 来
了解一种疾病或一类疾病， 这种
学习方法让科室人员收获颇多。
此外， 计烨还会定期在科室内部
讲课， 内容涉及Ⅱ型糖尿病病证
结合诊疗、 甲状腺功能各项指标
的解读、 高尿酸血症的治疗与预
防等 。 她还整理出两本内部资
料， 以便当地同事随时学习。

加大药量抗极寒
边远地区去义诊

在内蒙古鄂伦春， 计烨的工
作是充实的， 但也是辛苦的。 鄂
伦春位于我国的东北部， 会有极
寒天气， 即便是身体健康的人，
从室内走到室外， 羽绒服也会瞬
间被冷空气 “打透”， 更何况是

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计烨。
作为内分泌科的医生， 她深知这
种疾病会让人代谢变慢， 比一般
人更怕冷， 但是， 当健康扶贫的
任务交到她手中的时候， 她没有
丝毫犹豫， 毅然来到了鄂伦春。
“室内是温暖如春， 室外是寒气
逼人。 来到这里之后， 我就把常
吃的药物加了量， 以此来抵御寒
冷天气带来的不适。 然后每次出
门， 我还会把帽子、 手套、 棉裤
以及加厚的羽绒服、 雪地靴， 都
穿上。” 计烨笑着说。

在7个月的健康扶贫工作中，
除了在旗医院工作， 计烨还曾到
过甘河镇中心卫生院、 克一河镇
中心卫生院、 乌鲁布铁镇五岳沟
村党群服务中心、 阿里河镇青山
社区、 阿里河镇平安社区、 鄂伦
春旗福利院等单位， 进行义诊和
健康宣教 ， 惠及百姓 1000余人
次。

在健康扶贫的过程中， 计烨
深深地体会到了党和国家对边远
地区 、 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 她
说， “这项工作， 体现了我们国
家的强大， 也体现了各级政府以
及我们医院的责任和担当。 医院
把这项任务给我， 是对我信任，
也是对我的锻炼， 能参与其中，
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现在， 计烨已经回到了北京
的工作岗位上， 但是鄂伦春还有
她放心不下的事和人。 “在鄂伦
春 ， 我曾经去过一个专门收养
‘三无’ 老人的福利院义诊， 那
里药品不足， 我正在多方联系，
希望能给予他们一些帮助。” 计
烨说。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跨跨越越两两千千公公里里的的草草原原情情

千人为党齐诵献忠心

2021年7月1日， 1068名由少
先队员、 共青团员组成的 “庆祝
建党100周年” 千人献词团， 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为党齐诵献忠心。

从 3月开始 ， 千人献词团
1068名成员从声音状态到形体动
作， 从个人表达到团队呈现， 在
一次次的训练中精雕细琢。 千余
人的队伍， 室外训练是常态， 高
温酷暑无可避免 。 在献词队伍
中， 经常能看到挂着汗珠、 晒得
有些黝黑的脸， 但全体参训师生
意志坚定 ， 战胜各项困难与挑
战， 涌现出许多动人故事。

好警官护一方交通秩序井然

李宁， 男， 1982年5月出生，
市公安局交管局西城支队广安门
大队副大队长。

2021年8月1日起， 北京市公
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展交通文
明示范路口创建工作， 他全力以

赴投身宣武门路口的创建工作
中。 在路口执勤时， 他以查处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为切入点， 对
违法司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让
人心服口服。 针对宣武门路口的
人流、 车流的潮汐特点， 他坚持
“一口一策”， 即一个路口一个管
控策略。 在早晚高峰时段， 他带
着路口内的其他警力、 协管员、
文明引导员 、 文明志愿者 ， 用
“手动变换交通信号灯” “管控
重点” 等方法， 共同维护宣武门
路口的秩序。

让悠扬古筝声传遍世界

苏畅， 女， 1986年9月出生，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副教授。

致力于向世界推广古筝与民

乐艺术的苏畅， 已在30多个国家
巡演几十场， 并多次担任重大国
际赛事评委。 她编著了 《从零起
步学古筝》 等多部优秀教材， 她
的学生先后荣获 “文华奖” 等国
内外大奖， 她举办上百场讲座让
数万人受益。 她还热心公益， 拍
摄关爱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微电
影， 创新音乐疗法帮助抑郁症患
者、 自闭症儿童康复治疗。

多种方法宣传垃圾分类

王竞超 ， 女 ， 1990年4月出
生， 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
社工。

她创造了稳定高效的垃圾分
类 “四专四有” 工作模式。 从家
庭源头出发， 仅3个多月， 居民

参与率就从3%扩展到100%。 她
创作唱跳节目， 宣传推广垃圾分
类， 还开展 “最美家庭 ” 等活
动， 组织70岁以下党员排班桶前
执守。

力所能及参与疏导交通

王建维 ， 男 ， 1990年6月出
生， 美团外卖大兴林校路站点骑
手。

入职4年来， 他已累计配送
外卖3万单， 行程超4万公里， 最
高日送八九十单。 看到林校路早
晚高峰人多车密易出事故， 2019
年起 ， 他积极投身公益交通引
导。 早7点， 他就站在车水马龙
中 ， 劝导机动车文明礼让斑马
线， 提醒站点同事礼让行人。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 或关注 “北京榜样” 微信公众号。

北京榜样（2021年10月第2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