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梁干雄，男，广东中山人，主任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糖尿病防治
研究中心中山中心主任、市人民医院大内科

主任、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内分泌科负责人，
曾获“人民满意的白衣战士”“中山市十杰市民”
称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8年长
江大水灾，跟随广东省医疗队赴湖北抗洪救灾，
表现出色，被国家卫生部授予“抗洪抢险、救灾
防病”先进个人。梁干雄作为医院内分泌科的
学科带头人，自2016年起，每年都入选岭南

名医目录。今年8月19日的首个“中国
医师节”，梁干雄获颁“广东医师

奖”，是中山唯一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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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通联工作单位：
2017 年，中山日报报业集

团各通联工作单位及全体通讯
员紧扣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
作，为宣传所在系统及单位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思路、新举
措，主动提供新闻线索，及时报
道所在系统和单位的新闻事件，
成为党媒开门办报的中坚力量
和编外记者，为中山报业转型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鼓

励各通联工作单位及广大通讯
员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山报业发
展，共同做好通联工作，中山日
报报业集团决定对 2017年度优
秀通讯员、先进通讯员及优秀
通联单位予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同志
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厉，始终
把握新闻宣传的正确导向和主
动权，为促进中山报业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

关于对2017年度中山日报报业集团
通联工作先进个人及单位进行表彰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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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优秀通联单位
2017年度中山日报报业集团先进通讯员

2017年度中山日报报业集团优秀通讯员

8月19日，首个“中国医师节”。这天，“广东医师奖”颁奖，中山市人民医院的梁干雄医生

是我市唯一获奖的医生，而全省有50位医生获此殊荣。8月22日，记者见到梁干雄时，他拄

着双拐正在家休假。“打球扭伤了脚，正好很多年没休过年假了，利用这个机会休个假吧！”说

完，戴着眼镜的梁干雄“嘿嘿”一笑，就此，记者开始走进这位一心装着患者的医生的世界。

从医30年，梁干雄用医术与诚心治愈患者
身与心，成为“广东医师奖”中山唯一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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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午，拄着
拐的梁干雄去了医

院，头天病房里住进了几
个老病号，他不放心，要
去看一看。

梁干雄一进病房，就
有病人跟他打招呼：“梁主任，
脚好些了吗？休假怎么还来
了？”“我来看看你们啊。”梁干
雄来到一位 60多岁的糖尿病
患者床前：“现在你的血糖确
实有点高，别担心啊，控制住

就可以出院了。”
28年前，参加工作两年的

梁干雄被分在内一科，那时院
里只有一位看内分泌疾病的
老医生，他跟着学了 3个月。
不幸的是，那年年底，老医生
突然去世。一年后的 1991年，
他出外进修内分泌专业，从此
致力于内分泌代谢病的临床
工作与临床研究。

2003年，医院正式成立内
分泌科，梁干雄当选为科室主

任。“那时科室只有 4个医生，
现在我们有 13个专科医生，
每个月门诊量达 1万多人次，
54张病床每天都是满的。”今
年从医已 30 年的梁干雄回
忆，这些年科室发展很快，
1991年时看内分泌方面的疾
病只能抽个血糖，其他检查项
目都没有。现在内分泌方面的
疾病可以做 50 多项检验检
查，几乎所有内分泌方面的疾
病都可以诊治。

“梁医生的预约号实在难
抢！梁医生周到细心，对患者
和蔼可亲，这样的医生值得点
赞。”一位患者这样说。

梁干雄的门诊号一般是
提前一个月放出来，70多个号
一两个小时被抢完。每次他看
门诊，都有一二十个没抢到预
约号的病人在排队等。往往他
看完预约的病人已到了下班
时间，按医院规定，可以下班，
但看到那些没有预约号排队
等着的病人，他不忍心，仍然
坚持看完，这时都到了下午 1
点多。“只要他出诊，总是这个
时间回来吃午饭，从食堂买的
饭菜都放凉了。”内分泌科护
士长尚治新说。

从加拿大回中山过暑假
的 18岁女孩杰亭，五六年前
患上甲亢，一直找梁干雄治

疗，现在病情控制得很好，再
过一两年就可以停药了。“梁
主任态度很好，有一次我在加
拿大的学校突然心跳加快，就
在微信上问了梁主任，他仔细
帮我分析原因，叮嘱我生活上
要注意什么，还帮我调整了药
物。”杰亭说，是梁主任帮她树
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经过五
六年的就诊，她很相信梁主
任，即使远在加拿大读书，她
也每隔 3个月回中山一趟，找
梁主任复诊。

“梁主任看病，总为病人
精打细算，能用便宜药治好的
绝不开贵药，遇到家庭贫困的
有时还自掏腰包帮助病人。”
该科室医生给记者讲了这样
一件事：两三年前，一位30多
岁的女士因病在湖南的医院
花了几万元，也没治好病。当

时患者积蓄已用尽，正打算卖
房治病。经老乡介绍，患者从湖
南赶到中山，找到梁干雄。在仔
细询问检查后，梁干雄断定她
得的是席汉氏综合征，为她开
了药，每月药费仅需10元左右。
半年后，患者来复诊时身体已
痊愈。这位患者没想到，梁主任
用最便宜的药治好了她的病，
让她的房子也保住了。

“病人相信医生，把健康
托付给我们，为医者要把治病
救人放在第一位。不否认现在
有些医生给病人看病爱开贵
药，非但没治好病，还增加了
病人的经济负担，这也是造成
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梁干雄说，要根据患者的病情
来开药，能用便宜药治疗的尽
量不要用贵药，这是他一直坚
持的原则。

在糖尿病临床工作中，梁
干雄发现很多1型糖尿病患者
大多很年轻，经济能力差，不
能规范治疗，引起很多并发
症，严重的可能会有生命危
险。为了帮助这些患者，从
2012年起，梁干雄带领科室同
事进行资料收集、调查研究，
向市政府建言对1型糖尿病患
者进行帮扶，他提出的“中山
市 1型糖尿病干预项目”经论
证被定为 2014年中山市十大
民生工程之一。市政府财政拨
款 600万支持项目的开展，至
今已有300多名糖尿病患者进
入到项目，有效地干预治疗，
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

“现在我们已收到28封患者的

感谢信，这些患者进入到项
目，得到很好的治疗，控制了
病情，他们对市政府和医生都
心怀感激。”

梁干雄热心社会事务，经
常参加在城区或镇区举办的
各种义诊活动，他于 2016 年
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后，经常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
众声音，结合中山的医疗保障
制度、困难救助制度等，寻求
和探索为患病的困难群众和
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机制和
方法。“作为一名医生，除了治
病救人外，还应有一定的社会
责任担当。”他这样说。

“这些年他把大部分时间
都放在医院，放在病人身上，

照顾家庭的时间很少。”梁干
雄的妻子告诉记者，刚开始结
婚时，她也有些埋怨，但到病
人写来的感谢信，慢慢开始理
解了他的工作。

内分泌科护士长尚治新
与梁干雄搭档工作 12年，她
说：“梁主任没有名医的架子，
也看不到劳累后的焦虑。其实，
他经常超负荷工作，每天下午1
点才吃午饭，下午 6点多才下
班。有时中午食堂没饭了，同事
订的饭分一些给他，他也就吃
几口，完全不讲究。”同事们
常叫他“暖男”，每年三八节、
护士节，他都会自己掏钱为女
同事买花。今年医师节，大家
也收到了他的鲜花。

心 系 患 者 受伤也不忘去探望他们

不 用 贵 药 根据病情开药感动病人

敢 于 担 当 为糖尿病患者撑起一片天

○记者：很
多 同 事 说 在

医院从来没看
到过你发脾气，同

事做错了事，你也从
来不批评，只是耐心地

引导，你一直这么做吗？
●梁干雄：医者仁心，

不仅是对患者，还包括对
同事、医生和护士，大家都
很不容易，平时工作忙，作
为科室领头人，因为一点
小事就去批评他们，而不
懂得引导和包容，我觉得
那不是一个好的领头人。
我希望同事之间是一种友
爱、互助的氛围，互相之间
能传递温暖，这样才能更
好地医治病人。

○记者：听说上个月
有个老人在你们科室住
院，被人骗了几千元，你后
来自己掏了500元给老人，
并鼓励他安心治病？

●梁干雄：是的。我听

护士说，
骗 子 是 打

着我的旗号
骗了老人的钱，

说是要找我做手
术，没钱，就找老人

借钱。老人很善良，就
借给了骗子 2000 元，后

来再也找不到骗子了，才
发现上当，躺在病床上很难
过。为了让老人能安心治病，
我就拿出了几百元钱，让护
士给老人，也算是对老人的
一点安慰吧。

○记者：同事们说你对
病人一直很耐心，只要门诊
还 有 人 排 队 ，你 就 不 会 下
班，直到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才走。这些年是怎么坚持下
来的？

●梁干雄：我实习时和
刚进医院时，带教我的老师
都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些年
我一直在临床一线和患者
接触，老师的言传身教，加
上这些年看多了病人各种
各样的痛苦，很多时候我都
能感同身受。我告诉自己，
宁肯自己累一点，牺牲一点
休息时间，也要多为病人做
点事。每次门诊我都要多看
一二十个病人，下班时间要
往后拖一个多小时。如果你
不看，这些病人下次又要跑
一趟医院。

病人很不容易，作为医
生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能
站在病人的角度想问题，就
不会有抱怨和不满了。我希
望任何时候病人找到我，我
都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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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88月月 2222 日日，，因脚因脚
受伤而拄着双拐的梁受伤而拄着双拐的梁
干雄来到病房干雄来到病房，，查看查看
前一天才入院的患前一天才入院的患
者者。。

让病人用尽量少的钱治好病

同事
评价

医生有三重境界。第一重
叫治病救人，就是看好病人的
疾病。第二重叫人文关怀，不仅
看好病人的病，还有悲天悯人
之心，对待病人要像对待亲人
一样。第三重，那就是进入病人
的灵魂，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我觉得梁干雄作为一名医
生，他的境界在第二重和
第三重之间，他用 30 年
的时间身体力行践行
着这几句话。

—— 市 人 民
医院内分泌科护
士长尚治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