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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十年如一

日，一直拼搏奋斗在
临床一线，把治病救
人作为自己的天职；
他，医术高超，日复

一日为病人驱赶着痛
苦，争分夺秒从死神
手中挽救生命；他，品行高尚，终
日忙碌于平凡岗位，既感动着患

者，也感染着同行！他，就是心胸
外科主任付春海。
业精于勤。尽管高难度的手术

已不在话下，但付春海却一如既往

地用勤奋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
从事心胸外科工作的三十年里，他
孜孜不倦地钻研专业的技能。上海
中山医院、瑞金医院、等业内知名

的心胸外科，都留下了付春海求学
与历练的身影，更成就了付春海医
技的日渐精进——— 肋骨接骨板治疗
复杂肋骨骨折、腋下微创小切口完

成肺癌根治术、胸腔镜治疗自发性气胸、
肺大泡切除、胸腔镜行小肺癌切除……一
系列心胸外科难题都在付春海的应对下顺
利破解。
医者仁心。与医技高超相辅相成的，

就是医德高尚。“真心为病人，就要想到
病人一辈子。”——— 这是付春海挂在嘴边
的口头禅。工作中，他更是在践行这一
点。一位40多岁的中晚期肺癌患者被推进

手术室，付春海带领医护团队，为其做了
传统的开放式肺癌根治术，也就是开腹手

术。手术从下午1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7
点，持续了5个多小时。术后，患者恢复
良好，她感激的说，是付主任给我了生的
希望。这台手术只是付春海医者生涯中的
诸多高难度手术之一。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不期而至的手
术，至今已成付春海从医的别样伴侣。一
个夜晚，付主任接到120急救电话，急忙
从家赶到急诊科，这是一名20岁的小伙

子，左胸部被刀刺伤，患者处于休克、神
志不清、大小便失禁、呼吸循环微弱、血

压测不出，付主任

迅速判断患者心脏
贯通伤、心包填
塞，立即开辟绿色
抢救通道，经过4

小时的手术抢救，
患者脱离了危险，

患者的父亲第二天赶到医院时，立
刻热泪盈眶，对付主任及科室其他

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
患者老张确诊时，身体没有任

何不适感觉，查体时，肺结节筛查
小组发现了端倪。查体中心迅速联

系付主任会诊，付主任为其完善检
查，确诊老张为早期肺部肿瘤，为
其行胸腔镜下肺部病灶微创切除
术。术后经MDT(多学科会诊)论

证，老张的肺肿瘤没有转移，癌灶
切除得很干净，无需进行化疗、放
疗等后续治疗。如老张这样因及早
发现健康隐患而及时治疗的例证还

有不少。
付春海习惯于每天早晨七点提前出现

在病房，一一查看他所负责病人；而下午
下班后，他通常会继续工作到晚上八九点。
付春海还有一个习惯，每接诊重大疾病患

者，在详细检查后，他都会花费极大心力，与
病人和家属沟通。“我们和患者的专业知
识不对等，一定要进行足够的沟通。”
“做任何抗治疗都会有风险，如何权

衡，需要医患携手同行。”付春海如是
说。 朱凤霞

在就医过程中总有些疾病表现不典
型或疾病造成的假象，让医生无法准确
作出判断。对患者来说，能够及早得到

确诊，在治疗过程中少走弯路是最大的
心愿。放射科主任关春总是能够以丰富
的经验、高超的技术拨开“迷雾”，为
患者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凭着一种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在医
疗工作中的日积月累，关春在放射影像
领域不断探索和钻研，勇于创新和突
破，业务技术进一步开拓。他勤奋、上
进，年长者常对新来的年轻同志讲述关

主任是怎样踏踏实实钻研业务、不断提
高自己的过程，让大家都向他学习。那时
的他真的是“住院医师”，晚上下班很多
年轻人都出去玩的时候，他总是在科里

看书、学习，跟着值班老师学习、积累经
验。他连续多次在全国骨关节、腹部、
中枢神经系统等影像大赛中获奖。
2017年4月，医院成立了肺结节筛

查小组。关春没有退缩、没有胆怯，他带
领科室人员克服人员紧张等困难，刻苦
学习、攻坚克难，积极探索开展肺结节、
肺癌CT筛查及多学科综合诊治模式，真

正做到了明确地辨别出了病根所在，并
由此让患者得到了“上医治未病”的功
效。仅2018年肺结节筛查8430例，结节
阳性2065例，怀疑恶性结节99例，并有

44位患者接受手术，剔除了健康隐患。
关春每年很少休假，始终把科室工

作放在第一位。在科室人员紧缺的情况
下，身为科主任的他，为确保检查报告

能够按时发出，在做好科室管理工作的同时，还是坚持和
同事们一起写报告，做最基础的工作。晚上在值班医师遇
到关键问题时，一个电话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解决。
作为医生，他医德高尚，视病人如亲人，以病人的健

康为自己最崇高的目标。无论院内、院外认识与不认识的
患者或自带影像检查资料来找他的，他都认真对待，给出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孙女士来说，关春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孙女士在其

他医院做肺部CT发现肺上有个结节，心里很紧张，找到了
关主任帮忙看看。关主任仔细看了片子后，觉得很是不放
心，便告诉孙女士：“由于胶片的层厚太厚、病灶太小，不利
于观察细节，而且离上次检查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建议还

是在我科复查一次。”孙女士复查CT后，关主任反复、仔细
的查看过图像后，告诉孙女士：“以我的经验看，虽然病灶不
足1厘米，但是早期肺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可以及早
手术，如果暂时不想手术也可以继续短期观察，一定要重视
起来”。孙女士再三考虑后还是觉得相信关主任，最终患者

接受的手术，病理结果是“微浸润腺癌”，这种早期肺癌手术
基本就可以达到治愈效果，患者很是感激，在身体恢复后便
送来了锦旗以表感激。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关春常说：“病人把自己的生命都托付给你了，这是

怎样一种信任呢？面对这样的信任，我个人还有什么理由
不去为之奋斗、为之奉献呢？”他认真地实践着自己的诺
言，在行动中履行着医生的天职；他，让身边的每一个人
领略到了一位医生的人格魅力；他，让每个人感受到榜样

就在身边！ 史晓莉

从懵懂医师，到
精诚医者，一路走
来，她如一枝迎风而

立、傲然绽放的玫瑰，
美丽而不失内质，温
婉却不失坚韧；她始
终满腔热情，全力以

赴，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她就是妇
产科副主任——— 林美娥。
林主任在妇产科临床耕耘30余

年，她勤劳、坚韧、果敢，医术精
湛，德医双馨，把汗水和青春一并根

植于她挚爱的妇产科事业，以高超的
医术、良好的医德赢得了无数患者的
赞扬和依赖。
作为一名医生，林美娥主任深知

只有高水平的医术才能赢得患者的信
任。她不仅产科技术精湛，妇科手术也
丝毫不逊色，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她依
然走在求学的道路上，不断学习腹腔

镜技术，在妇产科开展了各项腹腔镜
手术，推动了妇产科技术水平的提高。
她经手诊治了多例产科合并症及严重并发
症的产妇，救治了无数危重妇产科患者。

2018年3月，林美娥副主任与科室同
仁通力合作，成功将一位因羊水栓塞导致
产后大出血并发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的高龄产妇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妇产科

产房突发险情！四十岁的李女士刚顺娩一
女婴，但产后持续出血不止。林美娥副主
任与科室同事先后检查了产妇情况，宫缩
正常、产道无裂伤、宫腔无残留……产后

出血原因被逐一排除，最后一种也是最严
重的原因浮出水面——— 产妇凝血功能障
碍。产房里喜获二胎的快乐还未散去，立
刻弥漫起紧张的抢救氛围。急查血常规、

血凝！检验科备血，“建立第二条静脉通
路！”林美娥副主任带领妇产科人员紧急

投入到抢救中。由于不凝血，产妇出现失
血性休克，诊断为产后DIC(弥散性血管内

凝血)，疑诊羊水栓塞。危急的情况让每
个人额头都渗出一层汗珠。林美娥与病人
家属谈话沟通，在家属的理解和同意下，
决定对患者实施急症子宫全切术。手术

中，仅用17分钟顺利切除了子宫。迅速缝
合，纱布压迫出血情况，仍有创面渗血，
情况仍不乐观。此时产妇出血量已达4000
毫升。与死神争分夺秒的医护人员，沉着

冷静，配合默契，按照分工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抢救。经过有效抢救，患者出血得到
控制，生命体征平稳，转到重症监护室观
察。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产妇的丈夫拉

着林主任 的手感动的说：“是你们挽救
了我爱人的生命，保住了我们一家！”

2018年医院建
立了母婴保健中
心，林美娥承担起

母婴保健中心主任
的职责。林主任尽
管平日的临床工作
早已排满日程，但

她“丝毫闲不住”，在休息的时间
里，带领团队先后到北京、济南、
淄博各大型妇幼机构进行考察学
习,最后根据医院的特色优势,形成
了一套医疗服务体系。母婴保健中

心从房屋改建、项目开展到人员配
置，所有工作她都亲力亲为，她带
领团队开展了新生儿抚触、洗澡、
游泳各种项目，制定了各类套餐，

让产妇体验到更温馨、更人性化的
服务。成立半年以来，母婴保健中
心拓展了月子中心与月子培训班，
以及送医上门服务：催乳、新生儿

护理、产妇相关知识咨询等，将
“林妈妈”这一健康品牌，在区域

辐射范围内快速打响，截止到目前，已经
有千余名孕妈受益，造福了广大家庭。

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她为救治患者付出
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工作几乎是她生活的
全部，多少个日日夜夜都是在工作岗位上
度过的。几乎一年到头都能在医院看到她

的身影，不分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随
叫随到。由于手术量大不能按时下班，在
手术室里吃盒饭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半
夜手术对她来说更是常事。

行医路上，林美娥一直不忘初心，精
进医术积淀医德，怀着质朴的情怀与坚守
的毅力。正因为她这种急患者之所急、忧
患者之所忧、想患者之所想的工作态度，

赢得了医院同事的良好口碑，赢得了患者
的尊重和信赖。 于淼淼

1999年，炎热的夏天，从山东中

医药大学毕业的彭昕主任迈进山东铝
业公司医院的大门，由此走上了一条
拼搏进取之路。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19年的光阴一晃过去。2018年，

彭昕主任获得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首届
“十佳医师”称号。
学习微创，造福患者。2000年，针灸、推

拿出身的彭主任被医院外派到北京昌平从师朱

汉章教授学习小针刀技术，从此和中医微创技
术结下不解之缘。2012年，彭主任前往千佛山
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跟随刘方铭教授进修
学习中医微创针刀技术。在刘教授学术思想的

影响下，彭主任把医院针刀疗法引入了介入
室。“C型臂下，针刀松解、臭氧注射(冲
洗)”治疗顽固性膝关节、颈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症、肩关节疼痛成为常规术式，取得了满

意的疗效。此举打破了针灸、推拿等传统性中
医类科室不能进介入室的局面，丰富了治疗手
段、提升了治疗层次，满意的临床疗效为医院
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彭主任在“针刀松解、

臭氧冲洗”治疗肘关节强直(积液)、针刀松解一
次性治愈拇指狭窄性腱鞘炎(弹响指、闭锁指)、
“益智针法”治疗健忘症方面有独到之处。

人才培养，注重梯队。作为科室主任，彭主
任非常重视人才的挖掘、培养和储备。科室克服
长期以来因为规培、外调等因素造成的人员短
缺，保证了科室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较好完成医

院赋予的目标任务。目前，副主任医师、主治医
师科室、住院医师队伍已经形成，科室在人才梯
队建设方面已悄然走在了医院的前列。另外，在
彭主任带领下，科室注重参与医院的各项事务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村医”曹坤医师、
“援非女侠”张普医师皆是典型代表。

重视科研，初见成效。2017年11月，彭主任以
技术负责人的身份参与的“以针刀微创技术为核

心的中医特色疗法在基层推广应用”科技惠民
工程平台建设获得淄博市科技局批准立项。目
前，已经联系淄博市中心医院、淄博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等七家兄弟医院建立首批共建单位。
去年，彭主任先后到罗村镇卫生院、双杨镇卫
生院开展“远离疼痛 携手健康”科技惠民下
基层行动，积极把针刀技术向基层推广，让这一

政府的爱心项目落到实处，让针刀人技术受益，
让老百姓得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学术开展，成绩斐然。2016年12月，北大

医疗淄博医院牵头成立了淄博市中医药学会疼

痛专业委员会，彭主任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兼秘
书长。在彭主任的积极推动下，山东省科技惠民
示范基地、山东针灸学会针灸推拿技术基层推
广示范基地落户相继医院，彭主任被山东针灸

学会评选为“2017年度针灸推拿技术基层推广

先进个人”。2016、2017、2018连续三年，彭主任牵
头和参与举办以针刀核心技术的市级医学继续
教育培训班，得到了全市通道的认可和肯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成绩已成历

史，挑战已在前方。彭主任的目光已经远眺，
目标业已确定。放下思索，付诸行动，整装待
发，投入战斗！
奋斗，永远在路上！ 王东

医 者 心 声
——— 记淄博市优秀医师、心胸外科主任付春海

创生命奇迹的医者
——— 记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十佳医师”、妇产科副主任林美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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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永远在路上！
——— 记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十佳医师”、疼痛理疗科/康复医学科主任彭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