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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骨科医院为住院小患者送上新年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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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鲜花是新年最好的礼物
本报记者 任晓雯

南阳市中医院、南阳市中西医结合儿童医

院儿一科主任李金妞的大年初一是在争分夺

秒的急诊路上度过的。

初一是她和护士长李倩新年的第一个

班。没有想到，这一天仅急诊病人达10人次，
外出接诊5次。也就是说，初一，她们一直忙碌
在接诊的路途中。

到了夜晚，刚刚喘口气，就接到由淅川县

妇幼保健院打来的急救电话，说一新生儿刚刚

出生6小时，目前出现新主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这是个早产儿，可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脑部

发育不良。在CPAP呼吸机支持下氧饱和不能
维持正常，呼吸困难，急需气管插管有创机械

通气治疗，同时紧急转院。这个插管技术要求

非常高，又是早产新生儿，体重小、发育差，对

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更是精益求精。

时间就是生命。接到急诊电话，李金妞主

任和护士长李倩紧急调派救护车赶到淅川县

妇幼保健院。主任李金妞凭着娴熟的气管插

管技术，10秒内置管成功，患儿初步脱离生命
危险。此时已是夜晚十一点多。早产低体重，

孩子体温不升，路途的颠簸又是一场生与死的

考验。

车厢内，急救仍在继续。护士长李倩路上

一直把患儿抱在怀里取暖，随时观察孩子的体

温、口唇、皮肤颜色，注意输液速度，不能更换

姿势。因患儿存在先天性心脏病随时有可能

发生呼吸心脏骤停，主任李金妞在一刻不停地

按压复苏囊正压通气的同时密切关注孩子的

心率变化。一场生与死的博弈，一个半小时后

患儿安全送达南阳市中医院儿一科重症监护

室，顺利连上呼吸机，患儿体温已经恢复正常，

生命体征相对平稳，脱离危险。这时，主任李

金妞和护士长李倩早已是大汗淋漓、体力不

支，这才想起晚饭还没吃。

真是太累了。初一也许对于她们来说和

平常工作的每一天没有什么不同，但看到病房

里生命的鲜花依次开放，她们又很自豪，因为

这才是新年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累累累3

为守护健康的天使点赞
本报记者 李贺

春节期间，在大家举家欢聚的时候，部分

突发疾病的居民却在医院度过。

2月5日晚8时，记者到南阳儿童医学中心
的急诊科采风。

儿童抵抗力差，疾病并没有因节日而休

息，急诊科门诊仍然挤满了生病的儿童，诊室

候诊病人排的队伍一直到门外。在一个内科

门诊，值班的孙医生忙得满头大汗，用听诊器

听肺部判断是否引发肺炎，询问家长患儿咳嗽

的次数是否频繁，由护士帮忙拿体温计量体

温，孙医生再根据具体情况开处方。孙医生

说，过节期间，因为婴幼儿体质弱，机体免疫力

低，加上最近气温温差大，咳嗽、发烧的小孩比

平时多，当晚从他值班开始的两个小时里已开

出处方30余次。患病儿童大多数是发烧、腹痛
的。他一边看病，一边提醒家长们应该多注意

对小孩防风保暖，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流通，穿

着不宜太厚，以利于散热。

随后，记者到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

科。这边的急诊科也是一片繁忙景象。值班主

任介绍说，为了让居民在节日里能及时解除痛

苦，医院安排了最棒的医生轮流值班，及时处理

紧急突发疾病。当记者感叹医生护士的辛苦

时，值班护士说，这不算什么，如果接诊到中毒

病人、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那才是紧张呢！

市二院是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医院，于是，记

者前往介入诊疗科。此时已是22时，值班医生
以及南阳著名心外科专家石全保正在为急性心

肌梗死的病人做状动脉造影+支架植入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例手术已是除夕

到初一的第7例手术。当天凌晨有一个病人更
危险，心脏内有一根血管中度狭窄，另一根血

管急性闭塞，如果不能够及时开通血管，在冠

脉内支架植入解除冠脉内急性闭塞，病人将极

其危险，因为病情重，所以介入团队全部参加

抢救。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该病人闭塞血管

及时开通，而医护人员们也在无影灯下迎接新

年的黎明。当病人脱离生命危险，他们刚刚休

息片刻，又一个心肌梗死病人入院，他们继续

投入与病魔的战斗。

这就是我们的天使。在我们欢度春节时，是

他们在为我们的健康守护。为他们点赞。累累累3

无影灯下的生命接力

本报记者 李贺

新年的街道，到处张灯结彩。但有一盏叫

无影灯的灯，没有耀眼的光芒，却点燃了无数

患者生命的希望。

从除夕开始，南阳医专一附院手术室的无

影灯就没有熄灭过。肠梗阻、宫外孕、脑出血、

阑尾炎、剖腹产等，一个又一个的急诊手术接

连不断。无影灯下，麻醉医师和手术护士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手术，

忙得吃不上饭。初二

下午宫外孕手术刚做

完，阑尾炎手术患者

就被推了进来。手术

结束刚端上饭碗，一

张急诊剖腹产的手术

通知单送了过来。大

家不约而同地放下筷

子，立即去手术间做

术前准备。

初三下午五时

左右，又一例剖腹

产患者结束手术安

返病房，大家沉浸

在喜悦之中，然而

就在此时，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喜悦的心

情，一个严重颈部外伤患者将马上被送到手

术室。患者是因为酒后驾驶三轮车，碰撞后

挡风玻璃破碎，然后切到颈部，气管已断

裂，生命垂危。值班麻醉医师刘彦锋、金丽

立即安排麻醉、护理手术团队为患者开启绿

色通道，五分钟之后，患者由重症医学科主

任章小山、耳鼻喉科主任乔占清、急诊科医

师张学登、胸外科一病区医师贾云龙、耳鼻

喉医师尚立强、骨科二病区医师李鹏联合会

诊后送到手术室，手术立即在紧张的气氛中

进行，这是在与生命赛跑！经过两个小时的

紧张手术，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安返重

症监护室病房。

这样的急诊手术接二连三进行着，这些医

务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牺牲和家人一起过春

节的时间。问及感受，麻醉科主任徐国亭说，

习惯了，家人也理解。为复苏生命，所有的牺

牲都是值得的。

其实，这些医务人员的努力，患者以及家属

都看在眼里。记者看到，初三晚上，一名手术患

者家属在手术室门外的等候中，目睹了手术室

医生接连手术没吃上饭的情景，特意嘱托家人

在家中做了烧饼给他们送去。这位家属嘱托

记者好好表扬他们，他说，医生真的太伟大了，

没有他们的生命接力，哪有家人们的节日安

宁。累累累3

致敬节日里的坚守
本报记者 杨文彪

2月5日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市第九人民
医院康复科春联灯笼相映红，一派浓浓的节日

气氛。

“阿姨，新年好。”

“刘叔，新年好。”

伴随着问候声，住院的康复病人陆陆续续到

康复大厅，而康复医生都早早在大厅等候。

康复科是针对骨科、神经科、心内科、儿

科、呼吸科相关疾病的病人给予科学锻炼治疗

的科室。比如骨科术后的患者、脑血管病导致

偏瘫的患者、心脏功能不全的患者、运动损伤

后的患者、脑瘫患儿、截肢患者、截瘫的患者，

都需要去康复科康复治疗。所以，康复病人都

需要坚持进行康复训练，大多不能在春节回家

过年。因此，康复医生也和平时一样，按时上

班，陪伴这些病人。

同样，在老年医学科“无陪护病房”，许多

老人也选择在这里度过春节。一名老人说：

“虽然今年我没有回家过年，但除夕晚上、初一

早上医务人员端来热腾腾的饺子，跟我在家过

年一样，身边有这么多的医护人员为我的身体

健康保驾护航，让我感到这里也是我最安全、

最温暖的家。”上午，市第九人民医院总值班

院长仵志强以及该院相关负责人带上慰问品，

到医院各科室、各部门，看望慰问在岗值守的

医院职工，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他们

在节日里的坚守。在康复治疗大厅，仵志强拉

着正在治疗的患者，询问老人的康复情况，并

送给老人节日祝福。

据了解，春节假期，该院每天都有100多名医
务人员坚守岗位，保障患者平安、健康过节。累累累3

春节假日他们更加忙碌

本报记者 陈丹丹

在大家欢度春节、合家团圆的时刻，医院

里的医护人员依然紧张而忙碌。

2月6日上午，记者到南石医院神经外科，病
房里住满了患者，医生护士个个行色匆匆。

“昨天晚上，我们接收了一位40岁的动脉
瘤破裂患者，紧急进行了手术，现在患者已经

清醒，可以与医生对话。”熬了一夜，刚下手术

台没多久的张继东主任带着满脸倦意说。据

了解，大年三十至初二，南石医院神经外科收

治危重患者20余例，大部分做了开颅、介入或
拉栓手术。其中，颅内动脉瘤“爆炸”致脑出血

的患者今年较往年有明显上升。

在烧伤病区，儿童患者和老年患者占据了

大部分病床。医护人员一会儿换药、一会儿帮

助患者翻身，忙得不可开交。“昨天（大年初

一），我们病区就收治6例儿童烫伤患者，他们
多是吃饭烫伤或喝开水烫伤，创面分布于暴露

在外的面部、脖子、双手。”烧伤一病区护士长

李志倩说。

随后，记者又到南石医院肿瘤三病区，这

里有10多位病人在医院度过春节。该病区主
任闻鹏浩也比平时忙多了。他一大早到医院，

先看看患者当天的各项生命指标，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有两名患者疼痛NRS评分超过8分，
需要镇疼药物滴定姑息止疼治疗。安排好住

院患者的治疗方案，闻鹏浩又匆匆赶往门诊，

他的一群老病号还在等着他。直到晚上九点

多，病人们渐渐入睡，该科室医护人员忙碌的

脚步才放慢下来。

据了解，春节期间，南石医院也迎来一波

“猪宝宝”的生育小高峰。2月9日，记者到南石
医院妇产科，刚刚产下一名男婴的张女士一家

围着宝宝高兴地团团转，大家都为新年添个

“吉祥猪宝”而兴奋。据了解，从初一到当天，

这里已经产下22个“猪宝宝”。累累累3

除夕夜暖心的水饺
本报记者 李贺

2月4日（除夕）晚上六时，南阳市第六人民
医院总值班院长李明虎，院党支部书记蒋乐平

带着煮好的水饺，向除夕夜仍坚守在各自岗位

上的工作人员拜年，并为值班医务人员以及住

院患者送上一份饺子，送上一份祝福，送上一

份温暖，这样的暖心行动已经坚持了十二年。

一句朴实的“新年好”，表达对新春佳节的

问候，一句真诚的“辛苦了”，承载对岗位坚守

者的感谢。尽管室外地冻天寒，尽管不能全家

团圆，但是值班人员依然感受到了春一般的温

暖，感受到了家一般的热情。

农村老年患者李老太接过热腾腾的水饺

非常感动，她说，没有想到一个传染病病人还

能在医院得到家人般的关怀，在除夕夜也能吃

上饺子。她表示，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争取

早日痊愈。

据悉，除夕夜医院病房仍有120余名住院
患者无法回家过年，为确保所有病人得到安

全、及时、有效的救治，春节期间，医院制定了

应急预案，各科室安排了充足的值班人员。

在抓好医疗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性化服

务，他们不仅张灯结彩布置了病房，还为住院

病友及陪护家属免费提供除夕夜饺子。让患

者享受着年味的芳香，体会着医务人员的情

怀。累累累3

急诊中心急诊忙
本报记者 陈丹丹

2月5日深夜，记者行至人民南路市第一人
民医院门口时，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了进去。

记者跟着救护车到了该院的急诊中心。

此时虽是深夜，但是记者在这里感受最深

的除了忙碌还是忙碌。抢救室里，医护人员

们有条不紊地对病人进行抢救。走廊里，几

个看急诊的家长抱着生病的孩子焦急地排队

等候；医生正在处理一位受外伤的男性患者；

还有一位醉酒昏迷的患者被家属推进留观

室；病床加床已加到过道，医护人员行色匆匆

穿梭其中。急诊中心主任吴金海告诉记者，

按照惯例，春节假期急诊中心都是最忙碌的

科室之一，每天的接诊量都达500人次，病人
大多是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的发热病人、消

化系统病人、意外伤害病人和心脑血管病人。

问及春节是否休息。吴金海淡然一笑：

“节假日不属于我们急诊医护人员。”春节假

期，该院急诊中心的医护人员都是全员正常上

班，每天都是满负荷地奋战在急诊一线。

患者王女士说，这大过年的，医院里的医

生护士都在连轴工作，非常感动。尤其是这么

晚了，有一位挺着大肚子的护士仍旧马不停蹄

地穿梭在病房里，令人肃然起敬。

“很多时候，听到病人或家属一句简单的

谢谢，成就感无法言说，那种疲惫感瞬间减轻

了。”吴金海说，病人的肯定，就是对医护人员

的最高褒奖。累累累3

除夕，他们在手术室守夜
本报记者 陈丹丹

春节,南阳市眼科医院急诊眼外伤科的医
护人员比平时忙碌了很多。从农历大年三十

早上开始到大年初一凌晨，来自唐河、内乡、社

旗等8个县及市城区的10多名眼外伤病人先
后被送到了这里。

眼外伤科值班医生徐良当天收治8例眼外
伤病人，其中开放性眼外伤4例，钝挫伤4例，
连续工作14个小时未合眼。来自内乡的小薛
因放鞭炮把眼镜炸碎造成右眼角膜穿孔伤和

眼内异物，送来时内心十分恐惧，徐医生为他

急诊做了眼内异物取出和穿孔清创缝合术，让

小薛看到了复明的希望。

9岁女孩静静因眼球穿通伤被转诊送来，
到医院时已经晚上10时，经检查发现眼内已经
发生感染，急需行眼内注药和穿孔伤清创缝合

术，值班医生、护士、手术室人员通宵为她做手

术和治疗……

面对众多病人，眼外伤科和手术室发挥团

队协作精神，坚守岗位。虽然他们在除夕夜不

能与家人团聚，但在手术室守夜无怨无悔。医

院副院长兼眼外伤科主任丁亚莉说，大年三十

和大年初一来急诊科就诊的病人不是病情急

就是心情急，医护人员必须反应快速，用职业

守护病人的健康。他们只有一个心愿，为病人

挽救伤眼、解除痛苦。累累累3

桐柏山上寻药人
本报记者 任晓雯

当旅游也成为过年的一种方式，很多喜欢

旅游的人过年都在山水之间。南阳医专中医

教师、南阳著名针灸医师潘华也选择了在大年

初一和家人朋友一起，到桐柏山田王寨游玩。

田王寨是桐柏山脉中的一个古寨遗址，山

势险峻，奇峰横出，雄壮巍峨，气势峥嵘。当众

人都仰望高山，欣赏山之壮丽，倾听迷人的传

说之时，潘华却低头徜徉在乱石杂草之间。当

别人笑与高山留影，她却对着草丛拍照。她在

干什么？朋友很好奇。她说，找中药。

她拨开枯黄的杂草，指着寒风中开着粉

红花朵的绿草说，这是山慈菇，具有清热解

毒、消痈散结等功效，可以治疗痈肿疔毒，

也是治疗癌症的好药。那个嫩芽是老鹳草，

祛风通络，是治疗风湿病的好药。那个是常

春藤，也就是爬墙虎，是治疗关节痛的好

药。她的讲解吸引了山上游玩的孩子们，孩

子们立即围了过来。

“咱们南阳可是天然的中药材宝库，今天

这个山就有100多种中草药，就是这些草药护
佑着我们祖祖辈辈的健康。可惜冬天叶子都枯

萎了，看不到他们翠绿的样子。”她遗憾地说。

作为在临床工作将近30年的中医师，潘华
最能体会到中药的奇妙疗效，但又遗憾还有很

多人对中医药仍不信任。她刚刚接受归零文

化村的邀请，担任指导孩子们认知中医中药的

义工，因此，她希望能走遍南阳的山山水水，多

拍照采集一些生长中的中药材。设想从中药

生长、采集、炮制到治疗讲起，让孩子们体会到

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是多么神奇，进而热爱中

医，热爱家乡。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有不少人

跟随着潘华寻药，潘华很欣慰。她对自己说，

如此，这个年过得很有意义。累累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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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的救护车上，儿科专家李金妞正紧急救护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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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本报记者分头走进医院采风，亲身感受坚持在病房值班的医务

人员对生命这份浓浓的深情。

市二院心外科专家正在为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做手术

市九院院长仵志强为患者送上新年祝福

大年初一，南石医院院长赵俊祥看望烧伤患者

南阳医专一附院手术室里，麻醉医师和手术护士

有条不紊地忙碌

南阳卧龙医院妇产科喜迎新年“猪宝宝”

春节期间，市口腔医院患儿多。图为儿童口腔科

姚俊医生和护士正在给儿童做龋齿治疗

市一院医护人员为抢救生命紧张奔跑

市眼科医院徐良医生正在为病人做手术

南石医院妇产科里接生忙

除夕之夜，市六院护士为患者送上热腾腾的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