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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作为我国
400余万名医生中的成员，
徐矿医疗卫生系统的医生
将迎来以“尊医重卫，共享
健康”为主题的首个“中国
医师节”。百年矿医，用医
者仁心书写了“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
神。今天本报推出徐矿一
院“医师节”专题报道，向
战斗在医疗卫生一线的医
师致敬。

实习记者 柳絮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徐矿一院儿科的医师
们用责任与爱默默护佑着每一个天使茁壮成长。

徐矿一院儿科现有住院床位26张，医师7
人，其中副主任医师3人，主治医师4人，主管护
师3人。提起这些医务人员，徐矿一院儿科科主
任杨旻十分自豪：“我们科室的医生总体素质很
高！”科室副主任医师董志付在从医16年中坚持
自学，提升专业技能，并于两年前成功考取了在
职研究生。主治医生张迪与胡廷艳不甘示弱，也
同样顺利通过了在职研究生考试，最年轻的主治
医生李磊此时也正在南京进修。“我们科室的学
习氛围越来越浓厚，在每天的交接班时总会探讨
病例情况，讨论治疗方案。”伴随徐州市儿童医院
积极组建淮海地区儿科医师联合体，徐矿一院作
为成员单位，学习的窗口不断扩大。

酒香不怕巷子深。儿科医师组医疗水平的
提升，吸引了更多的患者前来就医。据统计，徐

矿一院儿科门诊量月均数2015年为888人次；
2016年为895人次；2017年为1151人次。

儿科主任杨旻技术精湛，和蔼可亲，被小患者
亲切地称为“杨爷爷”；副主任医师黄琳对儿科各
种疾病的诊疗拥有丰富经验，过硬的医疗技术、如
沐春风的态度让她和许多患儿家长成为了朋友；
主治医师杨伟兢兢业业，以谨小慎微的态度对待
每一名前来看病的患儿，受到患儿家长的称赞；主
治医师胡廷艳为医疗安全甘受委屈，获得众多点
赞……优秀的团队，以过硬的医疗技术和优质的
服务，在徐州市区东部地区获得了良好口碑。

为了让患儿家长放心，杨旻在给患儿就诊的
时候，经常把自己的名片留给家长，方便进一步
治疗。杨旻的手机24小时开机，每每接到患儿
家长打来的电话，都会给予耐心细致讲解。忙碌
的副主任医师黄琳感动了患者家属，非要把自己
带的零食给她……医师们认真、热情细致的服务
让儿科连续多年实现医疗纠纷“零发生”；从2011
年到2018年被评为院“先进科室”。

实习记者 柳絮

7 月 14 日下
午，失语、左侧肢体活

动障碍一个半小时后，79岁
的姚大爷被家人送至徐矿

一院进行救治。
时间就是生命，徐矿一院神经

内科医护人员紧急出动为患者进行溶
栓治疗。

1小时后，患者瘫痪的左下肢可轻
微平移；12小时后，患者神志恢复清
醒；术后24小时，患者左侧肢体恢复
如前，未遗留任何肢体偏瘫，溶栓治疗

效果显著！神经内科科
主任厉发建带领医护团
队与时间赛跑，再次打了
一场漂亮的“大脑保卫
战”。

一天一夜，看似短暂
有效的治疗，背后是神经
内科医护人员长年累月、
久久为功的坚守。

徐矿一院神经内科
是重点专科，现有医师8名，其中主任
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2名，主治医师
2名，住院医师3名。团队医疗技术在
东部区域有较好口碑，擅长治疗脑血
管病、癫痫、脑脊髓变性疾病及周围神
经病变；利用医院先进设备新近开展
脑血管照影、脑梗死超急性期静脉溶栓
治疗、脑血管畸形的诊断及治疗等。今
年4月加盟淮海脑卒中专科联盟，开启
了徐矿一院神经内科脑梗死超急性期
静脉溶栓治疗技术的新征程。

救死扶死，为生命健康护航，神经
内科医师组深知责任重大，始终把医
疗技术提升作为重中之重。与同行业

务交流，请优秀专家讲课，学习先进经
验、前沿技术，引进新的治疗方法，持
续改进和提高科室医疗水平，“做最好
的准备，给患者最好的服务，这是我们
医师组共同的心愿。”厉发建说。

为保证溶栓效果最优，医院为脑
梗塞病人启动了“先救治后收费”绿色
通道，由过去各项工作按部就班的“串
联”改为“并联”，打通检查、取药、转
运、护送等各个环节，把握4.5小时黄
金溶栓时间窗。神经内科医护人员更
是分秒必争，在患者到来时总是跑着
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于是就出现了开
头那一幕令人赞叹的“神经内科速
度”。

在神经内科办公室，挂满墙面的锦
旗成为科室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不仅
仅只是患者对科室医疗技术的肯定，更
是对医师耐心、负责工作态度的认可。

“人文关怀非常重要，技术水平再高，服
务态度不好，医患之间就没有信任感
了。”这句话获得神经内科医师的共同
认可，工作中的他们更为努力，“我们就
是要做患者的‘大脑卫士’！”

实习记者 李本领

初见官玲玲，她的神色略显疲惫，因
为她刚完成当日的胃肠检查工作。从前
一个夜班开始，她已经连续工作了30个
小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患者
对个人就医感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
疗工作者承担着较大压力，经常要面对
患者提出的“胃肠镜这么痛苦，为什么一
定要做”的质疑。为了消除患者的紧张
感，官玲玲主动与患者和家属沟通。

2018年4月，消化内科收治了一位
60余岁的结肠癌晚期病人，肝、肺等多
个内脏器官已发生大面积转移。说到这

位老人，官玲玲言语中满是遗憾：“太可
惜了！刚退休，还没来得及享受晚年生
活。”从住院到离世的短短一周，官玲玲
和消化内科全体医务工者为老人的临终
关怀尽心尽责，极大减轻了老人离世前
的痛苦，获得了其家属的点赞。

业务过硬的同时，官玲玲也不放过
任何提高医术的机会。2017年2月到8
月，通过申请，官玲玲得到了赴全国三
甲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进修的机会。“资
深医师去上一级医院进修，住院医师到
上一级医院规培。我们全院的医生赴
外进修频率很高，保证了医院的医疗技
术与时俱进，跟得上行业和学界步伐，
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官玲玲

说
在工作中，面对不时前来问诊的患

者，官玲玲总是保持十足的耐心和亲和
力。把病人放在首位，真诚沟通，一直是
官玲玲坚守的职业规范。在她看来，良
好的医患关系一定要建立同理心：“患者
带着病痛来到医院，身体上痛苦，心理上
紧张，作为医生一定像呵护孩子一样呵
护他们。我们也希望患者把医生当做普
通人看待，多一些宽容和忍耐，建立良好
的医患关系。”

“从事医生行业，最重要是对得起自
己。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挽救每一
条生命，每天过得才踏实。”官玲玲真诚
地说。

实习记者 李本领

患者胡师傅遵医嘱到医学影像科
CT室“冠脉造影”，原本再平常不过的
检查却偶发惊险一幕：在碘过敏皮试
时，患者突发心慌、恶心、呕吐等症状，
情况危急。

徐矿一院医学影像科当班技师当
机立断，紧急启动“影像科造影剂引起
过敏性休克急救应急预案”，在护士董
申云、技师窦宇、当班医师王桂通、急
诊内科当班医师和病人床位医师陈福
海，医师陈旋立的配合和通力抢救下，
仅15分钟，病人的症状就逐步缓解消
失，生命体征平稳。

“我们影像科有一整套完备的应
急预案，确保患者在影像科造影过程

的绝对安全。”医学影像科主任陈笑平
说。

徐矿一院医学影像科医师团队由
2名副主任医师、2名主治医师和3名
住院医师组成，承担着医学影像检查、
诊断和治疗的重任。科室拥有CR等
先进高档影像检查设备，除了常规
CT、MRI平扫、增强以外，各部位CT
三维成像、心脏血管 CTA、脑血管
CTA、体部血管CTA、CTV、CT全脑
灌注成像、磁共振小器官成像等技术
填补徐州经济开发区以及徐州东部地
区的空白。2013年底，徐矿一院医学
影像科率先引进PACS系统，实现了
影像办公自动化及网络化。

“我们医学影像科医生常被说成
‘拍片匠’。”面对患者的不理解，陈笑平

解释说，“其实技术设备只是米，影像科
医师才是巧妇。”不同于普通人的理解，
医学影像科医师不仅不是“拍片匠”，甚
至是全科医师，与所有的临床科室都有
交叉，要求每一名影像科医师“十项全
能”,分析片子里的蛛丝马迹，让主治医
师少走弯路，诊断更加精确。

现在的徐矿一院医学影像科，拥
有高、中级职称4名。医学影像专业
副主任医师陈笑平，作为学科带头人，
尤其擅长中枢神经系统及腹部的CT、
MRI影像诊断，近几年来在国内省级
国家级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医学影像
科医师人才梯队相对合理，技术力量
强大，为医院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近两年来科室连
续获得院“先进科室”称号。

本报记者 李素梅

“医生，换的药渗透了，能帮我再换
下吗？”“医生，你到12号床来看下吧？”

“医生，我今天肚子疼……”8月10日
早晨不到8点，徐矿一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姚纪就到了办公室，和上一班同事交
接班后，查房、换药、书写病历、解答住
院病人的问题、与患者家属沟通交流，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她几乎没有时间坐
下来喝水。

姚纪早已习惯了这种忙碌。2006
年从徐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
姚纪成为徐矿一院医师队伍中的一员，
开始了“五味杂陈”的职业生涯。毕业
两年后，姚纪定岗到了妇产科。这里不
仅有成人患者，还有孕产妇、新生儿，工
作内容繁杂，门诊、急诊120、手术、住
院、值班，业务量大。“又忙又累”的妇产
科工作，没有吓住姚纪。她热情、细致，
接诊的病人和患者信任她，经常有住院
的患者找她“聊心事”；业务上勤奋好

学，现在正申报高级职称。
医者仁心，作为医生的姚纪，谨慎

认真，希望能给患者最好的治疗和服
务。“累和忙都不算什么，最怕的是不被
理解，这种时候最难过。”有一次，一位
住院治疗患者要求先办出院手续再挂
水，考虑到患者用的是抗生素药物，姚
纪建议她先进行挂水治疗再出院。患
者不同意，并在病区大声吵闹。姚纪没
有生气，而是耐心解释，让患者理解治
病救人“安全第一”。

从医多年，姚纪内心一直有个
“结”——“我最怕晚上有人跑着喊‘医
生，医生’”，这意味着疾病对生命的考
验，更是对医生心理和医疗技术的考
验。每次值班，姚纪整晚都紧绷着神经，

“我要时刻准备好！”有一次夜班，一名新
生儿呛奶，护士处理没有见效，姚纪被叫
来急救。看到孩子脸色发紫、不哭，姚纪
果断将孩子抱到产房，用吸痰装置把婴
儿嗓子中的分泌物吸出，再弹足底、抚背
部。一系列的紧急处理后，婴儿放声大

哭，这时的姚纪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动
听的音乐，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了。

作为医者，姚纪的心是柔软的。去
年，妇产科住了一位产妇，产前情况一
直很好，但生产时孩子窒息。遇到突发
情况，姚纪立刻作决定，对新生儿施行
心肺复苏。孩子开始呼吸后，又给其吸
氧处理。新生儿转危为安，姚纪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工作中的姚纪，又是坚强
的。有一次，她跟随120出诊，一名孕
期28周的孕妇早产，新生儿需要急救，
而救护车上没有必需的设备。她果断
地用纱布盖到新生儿嘴上，开始对口急
救，并进行心肺复苏。新生儿被安全送
到医院救治，她身上虽沾满了血污，内
心却充满喜悦。

“看到病人康复，有成就感。”“顽强
的生命力让我感动！”在徐矿一院12
年，救死扶伤，迎接新生命，让姚纪内心
充满力量。当记者问她从业的感触时，
这个娇小清秀的医师说：“痛并快乐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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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纪：“痛并快乐着”

用责任与爱守护天使健康
——记徐矿一院儿科医师组

本报记者 邵月平

8月10日下午2点30分，炎热的天气逼得人
喘不过气来。和往常一样，徐矿一院精神科医师
汪允举按时来到医院三楼开始门诊。

“汪医生好！”门刚刚打开，一名患者就亲热
地和汪允举打起了招呼，“帮我开点药。”看得出，
他们是“老熟人”。

不厌其烦地了解病情、认真给对方检查身
体，在开出处方的同时，又反复向对方交代服用
方法……

这样的镜头，只是汪允举多年工作的一个小
片段。很难想象的是，这名患者3年前还是一名
狂躁型精神病患者。汪允举对这名患者进行精
心治疗，让他重新回归社会就业，担负起了家庭
重任。

今年38岁的汪允举是徐州丰县人，出生于
农村的他，无数次看到村里一个精神病患者遭人
唾弃的境况，更目睹了患者家庭经济状况被一天
天拖垮、家里人一声声绝望的叹息。

每每看到这一幕，汪允举暗自下定决心，将
来做一名医生，帮助患者和家属解除痛苦。

2005年7月份，从江苏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的他，来到徐矿一院，开始了精神科医生的职
业生涯。13年来，汪允举先后获得医院和徐矿集
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虽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入职后，每天面
对无理取闹的精神病人，加之时不时遭受病人的
打骂，让汪允举的工作激情降到了冰点。但很快
他就调整了心态，暗自告诫自己学医的初衷。他
暗暗下定决心：在精神医疗卫生事业的道路上永
不放弃、决不抛弃！

很快，汪允举考取了医师执业证，并在医疗
队伍的年轻人中树起了“标杆”。他深入开展科
研，在诊疗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
总结提高，所撰写的精神病医学论文多次发表在
国家、省、市刊物上。

精神病人多是思维扭曲、行为紊乱的特殊患
者，病情变化无常。在接诊病人时，面对狂躁型
精神病人，汪允举勇敢上前，态度和蔼地说服病
人配合治疗，但精神病患者情绪确实很难把握。

一次，在接诊一名狂躁型精神病人时，汪允
举正和颜悦色地和病人交流，突然，病人跳过来
将汪允举一把抱起，扔到了外面的水泥台阶上。
当时，汪允举的头就磕出了血，但他毫无怨言，将
伤口包扎好后，又坚持上班。领导劝他在家休
息，但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看着
病人痛苦，我心里也难受，减轻他们的痛苦是精
神病科医生的职责！”

工作中，汪允举经常遇到看病的病人突然之
间上前来抓他的手，撕扯他的衣服，或者用牙咬
他，甚至有些病人还向他脸上、身上吐唾沫。每当
遇到这些，汪允举从不埋怨病人，而是认真地抚慰
病人。他常说：“想想病人的痛苦，想想病人家属
内心的煎熬，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精神病人病情易反复，需要长期不间断治疗
和服药，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三五年。为了减少病
人的住院治疗时间，降低住院费用，汪允举给病人
开完药后，都会留下电话号码，便于病人家属及时
报告病人的服药情况。由于他的服务态度好，医
疗水平高，问诊细致，经常会有病人家属发自内
心地要给他送红包、锦旗和牌匾，但都被他婉拒
了。他真诚地给病人家属说：“别花这些冤枉钱
了，留着看病吧，病好了比送什么给我都好！”

汪允举：让健康阳光普照心灵

临床诊断的“福尔摩斯”
——记徐矿一院医学影像科

甘做患者“大脑卫士”
——徐矿一院神经内科工作纪实

官玲玲：初心不改 仁心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