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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玲，1983年从原南阳县第二高中
（现市八中）毕业，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也许

因为爷爷是一名老中医的缘故，她报了河南

中医学院。

1988年她被分配原南阳县医院（现市
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上大学时，受著名妇

科专家高耀洁等的影响，她喜欢上了妇科；

在临床中她发现西医治疗妇科病有局限性，

而中医在治疗妇科病方面有独特优势，故从

1991年开始她专注妇科病治疗。1996年，
她打听到天津中心妇产医院采用中西医结

合方法治疗妇科病在全国最有名气，而著名

中西医结合妇产科专家张丽蓉是国内权

威。于是她丢下年幼的孩子，毅然决然到天

津跟随张丽蓉老师学习。

1997年，她从天津中心妇产医院进修
回来后，率先在豫西南地区采取综合疗法治

疗排卵障碍、输卵管阻塞、男子少弱精等多种

原因引起的不孕不育症。她用中药结合温脐

法治疗男性少弱精，中药结合超声下穿刺治

疗卵巢囊肿，导丝介入治疗输卵管不通，取得

了较好效果。多年来，她擅长中西医结合治

疗输卵管粘连性疾病，针药并用治疗月经不

调、无排卵、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

症、习惯性流产、急慢性盆腔炎等，把综合治

疗妇科疑难杂症和不孕不育症运用于临床。

在从医28年间，她日复一日地辛勤工
作，让无数家庭共享天伦。

德医双馨，博学求精

走进李世玲的门诊，墙壁上挂满了患者

送来的锦旗，这是许多喜得贵子的患者表达

的感谢，更是对李世玲精湛医术的肯定。作

为中医妇科的主任医师，在从医28年中，李
世玲在诊病时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不

孕症的病因是复杂的，因此在诊治中，要抽

丝剥茧，博学精思，才能找出病症的重点所

在。曾有一位7年未孕的患者，在别的医院
被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卵泡发育不良，

便一直进行调经、促排卵治疗。李世玲则建

议患者完善子宫输卵管的造影及男方精液

常规检查，果然发现，患者还存在输卵管伞

端粘连，同时男方患有弱精症。通过3个月
的综合治疗，患者顺利怀孕，７年的婚姻危

机也因此化解。明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

李世玲通过仔细问诊和观察，为这个家庭注

入了新的生命力。李世玲常说：“中医看病，

靠的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的是病

人的主观感觉和医生的积极思考；西医看

病，靠化验、检查、影像检查，重视客观依

据。因此，要衷中参西，才能博采众长，更好

地为患者服务。”

尽管白天的工作量已很大，但每天晚上

下班后李世玲都要再次整理当天的病历，对

当天诊治过程中的疑难疾病反复思考，查阅

资料，通过网络与同行专家分析讨论，并在

微信群中解答患者的疑问，常常忙碌到晚上

12点以后。她经常牺牲休息时间，积极参
加全国及各省市的学术交流活动，用新知识

为患者解除病痛。“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

猎”。李世玲现在已成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会

员、全国首届中医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省中医妇科学会委员、市中西医结合学

会常务委员、市针灸学会副主任委员。多年

来，她发表学术论文30篇，获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4项，她多次被评为市科技人才、先进
工作者。

一视同仁，仁心仁术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育龄期妇女

常见的一种引起不孕的疾病状态，以高雄激

素及长期无排卵为特征。患者多表现为不

同程度的月经失调（包括月经稀发、闭经、量

少、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等）及不孕、多

毛、痤疮、肥胖等，青春期多囊患者多以

月经失调就诊，而育龄期多囊患者多以不

孕伴月经失调就诊。此外，输卵管阻塞或

输卵管通而不畅占女性不孕因素的一半左

右，慢性输卵管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盆

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等均可导致输卵管黏膜

破坏、管腔粘连或伞端闭锁，引起不孕

症。两种均为不孕不育因素中常见却又治

疗颇为棘手的疾病。李世玲采用中西医结

合六联综合疗法，诊治了无数个疑难病

症，赢得了患者的认可赞赏。

2015年11月的一个上午，杨女士一家
来到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妇科门诊，将鲜

艳的锦旗送到李世玲手中。生儿育女是每个

家庭的心愿，可结婚两年多的杨女士却迟迟

不见动静，看着身边的朋友都传来喜讯，不免

心中焦急，多方求医无果后，经人介绍找到了

李世玲。通过仔细检查、诊断，李世玲发现杨

女士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且输卵管通而不

畅。经过中医药综合疗法（六联疗法），三个

月后，杨女士终于成功受孕，并于去年10月诞
下了一对可爱的龙凤宝宝。

今年8月的一天，家住市城区的李女士
一早来到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妇科诊室，汗

水还挂在脸上来不及拭去，就忙说“李主任，

我月经还没来，自测发现怀孕了！”李女士，42
岁，再婚4年未孕，辗转就医于县市医院仍未
受孕。今年3月5日于南阳市妇婴医院子宫
输卵管造影示：子宫鞍形，左侧输卵管间质部

不通，右侧输卵管伞端不通。既往监测排卵

示卵泡发育不良。然后找到李世玲就诊，当

时的她一脸焦虑和沮丧，李世玲耐心地安抚

她，为她分析病情，并建议她行中西医结合综

合治疗。通过一个月的综合疗法和两个月的

门诊治疗，李女士终于如愿以偿了。

其实像李女士这样的患者，在就诊中并

不少见，因家庭原因，已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并

且伴随着输卵管炎症、排卵障碍等问题，期望

能快速受孕，却又欲速而不达，心理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在李世玲的指导下，通过中西医结

合综合疗法，已成功治疗多例像李女士这样的

患者。不通过手术、辅助生殖技术，而是采用

中医药的绿色疗法，辅助性采用西药，中西合

璧，使患者减少痛苦，自然受孕。

不孕症原因复杂，既有功能失调，也有

器质性病变，给治疗上带来一定困难，如果

不找出病因而盲目治疗，往往疗效欠佳。因

此，每对来就诊的夫妇，李世玲都会细致分

析病情，因人制宜，为患者制订最合理的治

疗方案，使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达到

最佳治疗效果。

医者父母心，患者如家人
“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耐心”，

是患者对李世玲的一致评价。李世玲每日

的门诊工作量是比较繁忙的，从早上7点
钟开始，慕名而来的患者便排起队。门诊

患者以男女不孕不育症、月经病、子宫内

膜异位、多囊卵巢综合征、习惯性流产、

盆腔炎等妇科疾病为主。尤其是不孕症患

者，往往病情复杂，治疗经历曲折，心理

压力大，部分患者在就诊过程中显得急

躁、不安、沮丧，李世玲在详细问诊的同

时，总是面带笑容，安慰并解除患者思想

上的顾虑。她时常为心情难过的患者递上

纸巾，为成功受孕的患者拥抱庆祝，为身

体不适的患者搀扶递水、盖好衣被。

工作是忙碌的，李世玲从早晨开始，往

往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中途顾不上喝水，

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中午12点半
以后下班已成为常态，家中的父母都已年过

七旬，有时也会抱怨和心疼她。“医者父母

心，试想来看病的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

都会这么做的。”李世玲用朴实的话，诠释了

一位医者的仁心。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日月星辰斗转星

移，不变的是李世玲那颗以诚待人、用心做

事、服务患者的赤诚之心，日复一日地忙碌

工作，在李世玲眼中已习以为常，但每当不

孕症患者喜得贵子，每当患者传来病愈的佳

音，她所有的劳累辛苦便烟消云散，她付出

的心血和汗水值了！28年来,李世玲以精湛
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高度信
任和口口相传的好评。⑨3

摄影：本报记者 郑艳彬

李世玲为患者针灸治疗

医 精 德 高 济 苍 生
—— 记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李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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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假临近，因节日

期间人流、物流相对集中，加之

秋季风干物燥，稍有不慎，极易

引发火灾事故，南阳消防支队提

醒大家：

1.进入商场、市场、机场、
车站、宾馆、饭店、礼堂、影剧

院、歌舞厅等公众聚集场所，请

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灭火器的位置，以便发生意外时

及时疏散。2.秋季风干物燥，引
发火灾的潜在因素增多，城市居

民需加强对家中电气线路和家用

电器的检查。3.离家外出前，应

仔细检查家中燃气阀门、灶具开

关、电器开关是否关闭，特别是

停电后要及时切断电源再出门，

以防复电后发生意外。4.自驾车
旅游出行前，要提前对车辆进行

维修保养，对油路、蓄电池接线

柱及电气线路进行检查，防止出

现短路，引发意外。5.切勿携带
汽油、柴油、酒精、油漆、可燃

气体等危险化学品乘坐车船等各

类交通工具。6.在旅游景点游玩
时，请自觉遵守禁烟规定，不要

在野外遗留火种。⑨3
（王蕾）

消防安全伴你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国务

院《城市道理管理条例》、国务院《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

例》、《河南省市政设施管理办法》、《河南省机动

车存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南阳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南阳市中心城区城市道路和公共场

地 临 时 停 车 场 位 管 理 办 法 的 通 知》（宛 政

【2013】 51号）、《南阳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城
市道路临时停车实行属地化管理意见》（宛城管

委【2015】15号）等文件精神，经宛城区人民政
府同意，决定在南阳市宛城区中心城区实施城市

道路临时停车场位特许经营。2016年8月3日，
宛城区城市管理局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宛城区中

心城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经营单位，现将有

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南阳市宛城区城市管理局是宛城区中心

城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宛

城区中心城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设置、特

许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临时停车管理过程中违

法行为的依法查处。

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南阳优家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河南浦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两

家公司为宛城区中心城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特许

经营企业。中标特许经营企业负责中心城区道路

临时停车泊位的建设、服务收费和日常维护。

三、宛城区中心城区现有在城市道路和公共

场地未经批准擅自设置的临时停车场位均属违法

行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各经营单位应
自行拆除道闸系统、收费值班亭、隔离桩等经营

设施。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和公共场地设置临时停车泊位并收费经营。否

则，宛城区城市管理局将配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罚。

五、咨询电话：0377-60196907⑨3
特此公告

南阳市宛城区城市管理局

2016年9月28日

本报记者 黄志三

“六十不劝酒，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

饭，九十不留坐”，这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

俗语。

年龄越大，发生不测的可能性越大——

从医学上来说，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组

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减

退，身体抵抗力逐步减弱，活动能力降

低，慢性病发病率逐年增加。每当老人们

患上需要外科手术治疗的疾病时，一方面

其本人及家属过度恐惧手术风险，另一方

面某些医生对老年人特殊体质过于担心，

害怕承担责任，不积极选择手术治疗，导

致病情贻误，付出惨痛代价。事实上，随

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外科手术已经非

常成熟，术中术后器官维护日臻完善，老

人们实在无需对手术过于恐慌。

精准手术让老年患者转
危为安

这些年来，南阳胸科医院收治的老年患

者几乎占了七成。其中，七八十岁的患者很

常见，甚至有接近百岁的耄耋老人。这个群

体不仅涵盖南阳区域，而且山西、陕西、四

川、贵州、安徽等地外省患者也慕名而来。

刘某，男，97岁，邓州市孟楼人，患胆管
癌，全身蜡黄，皮肤瘙痒，茶水不进。女儿带

其各处治疗，均因年龄过大被拒——连开个

口服药物减轻一点痛苦的请求都不能被满

足。经人介绍，家属得知南阳胸科医院擅长

治疗疑难、复杂、危重高龄病人，便找到李云

生院长。面对这么大岁数的患者，手术的复

杂、风险程度，可想而知。但看到患者的痛

苦、家属的无奈，李院长最终下了手术决

定。经过一周术前准备，2015年7月30日，
对患者施行胆管癌根治术，老人很快痊愈。

麦某，男，84岁，唐河县人，李院长曾为
其做过疝气及前列腺摘除术；之后麦某又患

食管中段癌。鉴于年龄大、并发症多、手术

创伤大、难度高，术后并发症多等原因，老先

生被几家医院拒之门外。没办法，家人带其

到南阳胸科医院就诊。李云生会同麻醉科

专家，经周密研究患者病情，决定采取先进

的食管癌根治术为老先生解除病痛。术后

经过三周恢复，老人笑呵呵地出院了。

李某，女，78岁，南召县马市坪乡人，患
结肠癌，病症侵犯十二指肠，形成十二指肠

内瘘，数月不能进食。后在郑州一家医院内

科治疗，病情每况愈下，外科专家多次会诊

均认为无法手术。返乡后，病人到南召县医

院输液减轻痛苦，该院医生建议立刻到南阳

胸科医院手术。2015年9月15日，李院长为
患者进行手术，术中很好地控制了出血，失

血量不足200CC，术中术后均未输血，术后病
人顺利恢复出院，无任何并发症。

屈某，男，73岁，南召县石门乡人，4年前
患贲门癌，该县医院医生建议请李云生做手

术。因病人家属有朋友就职于郑州某医院，

便选择在郑州手术；术后高烧持续10多天，
无法控制。病人家属忙向南阳胸科医院专

家咨询会诊，李院长认为手术引发肠瘘可能

性较大。主管大夫确认肠瘘后束手无策。

眼看病人近20天病情不断加重，出现重要器
官功能不全症状，该院建议办理出院另寻医

院。家属带着极度衰弱的屈某来到南阳胸

科医院，李云生带领抢救团队，使用三腔负

压持续冲洗引流肠瘘内容物，控制腹腔感

染，维护重要器官功能，加强营养治疗，20天
后出院。一年后，患者食管肠吻合口复

发，李院长建议再次手术，患者不接受，

一直拖到今年9月12日，家属再次请李院
长手术。由于患者上次术后吻合口瘘形

成，腹腔粘连呈冰冻状，给再次手术带来

意想不到的困难。具有多次肠瘘手术分离

腹腔粘连经验的李院长，最终拿下了手

术。现在，患者恢复良好，拉着李云生的

手说：“唉，如果第一次手术就找你做，就

不会挨这第二刀，受这个罪；看来，咱与

院长有缘，这命非你救不中！”

手术治疗其实并不比吃
药贵

除了担心身体吃不消，还有很多老人不

是害怕手术，是怕花钱。李院长指出，对有

些老年疾病来说，事实上，手术不但能比保

守治疗更快解除病痛，而且未必就比保守治

疗更费钱。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创技术确

已成为外科手术的趋势。以前做一个开胸

手术，病人身上起码要留下一道20厘米到30
厘米长的刀口，而且创伤大，出血多，发生各

种心肺功能并发症的几率也很高。而现在

的微创手术，病人身上只需开几个“小孔”就

能完成。目前在全国，几乎所有技术和设备

都过硬的医院都开展了微创手术。

据李院长介绍，除了常见的阑尾炎、三

叉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脑血管瘤、子宫肌

瘤、肾结石，以及胃癌、乳腺癌、大肠癌等一

些恶性肿瘤，还有复杂肝切除、肝门胆管癌、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复杂手术，都可以借

助腹腔镜完成。

“现在的微创手术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手术安全性几乎不用有太多的顾虑，整个手

术是在数码检影精准定位下进行，只要做好

整个手术流程细节，由专业医师亲自手术，

风险并不高。而手术过程中可能引发手术

感染的原因主要在于：医生经验不足、手术

操作失误、手术室消毒不到位引发感染。”李

云生希望更多老年患者及家属能消除疑虑，

关键时候要勇于选择外科手术治疗，赢得宝

贵的救命机会。

30多年来，硕士院长李云生成功完成
10000余台手术。作为中华医学会南阳分会
外科副主任委员、兵总华北医管会优秀院

长，为南阳的医疗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十几个县 （市） 兄弟医院经常请他去演

示、指导，许多医疗同行的亲戚朋友需要

手术，也纷纷请其主刀，在全国性外科学

术会议上，李云生交流的无血手术，更是

多次引起轰动。

做老年患者手术拼技术
更靠用心

“对老年患者、特别是老年肿瘤患者，做

手术时不光拼技术更靠用心。”李云生说，整

个团队成员，必须精通内科和外科，对病人

做到“精确的诊断，精准的手术，快速的康

复”。即使再大、复杂的手术，他们都能做好

术前准备，积极纠正贫血；术中精准解剖，找

出脉络化血管组织和肿瘤供应血管，并予结

扎切断，再切除肿瘤，完全做到无血手术，术

后实施优质化的护理，促进病人身体恢复。

老年患者常常患有两种以上慢性疾病，

如心脏病患者的大血管硬化；水肿患者微循

环差，静脉塌陷，血管壁弹性小，易刺破引起

皮下瘀血。输液药物种类多，癌症患者经常

应用化疗药物，常导致血管痉挛硬化,发生
血管闭塞性静脉炎，如果药物外渗还可引起

组织坏死等。因此，对静脉输液的种类、药

物剂量、输液速度等提出了较严格的限制，

在输液前要评估患者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

心功能、肾功能、肺功能等情况。

“应用于临床的药物多变，每种药物有

多种规格、制剂，同种药物有不同的商品名，

如果医生对新药的规格、老人用药剂量不熟

悉，导致药物剂量过小达不到治疗目的或剂

量过大而引起不良反应。”李云生经常叮嘱

外科手术团队的医护人员，不能轻视老年患

者的输液问题，判断失误或一个小小的疏

忽，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

南阳胸科医院非常注重通过加强专业

知识的培训，提高护士的业务素质，规范输

液流程，并根据老年患者的病情和年龄，针

对不同药物的药理作用及不良反应调节输

液速度。在输注有特殊速度要求的药物时，

护士调节好输液速度后需告知患者或家属

不能擅自调节输液速度或输液瓶高度，并告

知原因和后果。

心理护理促进老年患者
康复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

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这条座右铭，李云生

要求全院医护人员认真领悟，积极践行。

随着整体护理的不断深入，患者关心医

护人员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更在意医护人员

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提供这些服务。首先，要

尊重老年患者，称呼恰当，言语礼貌。其次，

要保持适当的表情，平和又有热情。掌握老

年人心理变化，精神上给予同情，通过有效

沟通，解除老年患者的孤独感。耐心倾听老

年人主诉，理解老年人的唠叨，体现出护士

对患者的关心同情，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需

求。另外，护士在工作中要及时发现老年人

的情绪变化，善于调节。还要重视与陪护的

沟通与交流，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影响改

变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和行为，促进患者康

复。

术前，充分沟通减少恐惧。在老年患者

住院后，南阳胸科医院的护士会给他们一些

通俗易懂的阅读材料，了解手术过程、常见

并发症、患者须知，等等。在此基础上，针对

即将要做的手术，有的放矢地进行解答，这

些都有助于减少老人对手术的恐惧。

对老年患者的护理目标是使患者减轻痛

苦，获得舒适和安全。该院通过对老年患者

的特别关注和细节护理，在以人为本的原则

下，个性化地满足患者的护理服务需要——

比如，输液过程中为患者提供书本杂志及健

康知识小册子，还根据患者的需要放轻音乐

或调好适当的电视节目，这些都能大大提高

老年输液患者的身心舒适程度。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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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精 准 手 术 解 除 老 人 疾 苦
—记南阳胸科医院院长李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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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生（右）为老年患者做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