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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快讯

“医”路有你 世界更温暖

HANG YE KUAI XUN

中山市中西医
结合学会成立

这个医师节，
他们这样度过
用微笑融化病人的伤痛，用耐心疏解病人的忧虑，用真心帮
助病人康复，8 月 19 日是中国第二个医师节，记者走访了这样
一群医生，他们是中山 8800 名执业医师中的一员，他们是中山
300 多万群众生命的守护者。日复一日默默付出，即使在医师节
当天，他们也在忙碌地尽心救治病人。

热 点聚焦
RE DIAN JU JIAO

高大伟当选为第一届会长

本报记者 周映夏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 任广东
任广东作为一名连续值 72 小时
班的住院总医师，医师节当天要照常
上班，作为急诊科住院总医师，每天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急危重症，这一天
也不例外 。当天一大早就有个老阿
叔，因为呕血过来急诊，家属都很紧
张，其实量不算大，不考虑大出血，任
广东一边安抚家属，一边安抚患者，
这种患者在抢救室很快就可以诊断
和早期治疗，唯一麻烦的是消化科床
位爆满，
根本没床位收治阿叔。
任广东说，
这时候他只能去其他科
室帮阿叔借床，
可是早上其他科室也是
爆满。
一边等床位，
一边再次跟家属解

一个上午抢救 9 名急诊病人

释沟通，
等了很久才有床位收治。
与此
同时又接诊一个 17 岁小姑娘因为腹痛
过来看急诊。
忙完这个姑娘，
又接到120
指令，
天明花园有一个中年男性胸痛发
作。
出车到患者家中，
询问病史后立即
做了心电图，
结果一出为急性高侧壁心
梗，他马上给胸痛中心打电话准备手
术。
这种时候时间就是生命，
晚一分钟
都可能影响患者预后，
一路堵着好不容
易回到抢救室，
抓紧走绿色通道，
紧急
送患者进入介入室开始手术。
这个患者没处理完，神湾医院打
电话过来，说是有一个三四米高处坠
落伤，任广东和同事又马上出车神湾

张家边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师 张艳丽
作为火炬开发区一名基层医生，
医师节当天，张艳丽像平时一样，一
大早出门来到诊室，接诊的第一个是
因消化不良，经常过来调理的小患
者。通过妈妈得知小女孩厌食、挑食，
大便 3-4 日一次，长期有口臭，通过
几次的中药调理，并且教妈妈一些健
脾开胃的小儿推拿手法，小女孩的情
况明显好转，小脸粉粉的，吃饭完全
没了问题，大便也基本正常。妈妈说
在开学前要坚持持续的调理，让孩子

截至医师节当天，韦福起已经加
班 14 天了。
医师节当天 8 点早交班，查完房 9
点做手术，做了两例支架手术，都是
由于胸痛入院的心梗病人。两台手术
做完已经 11 点多了，手术完韦福起又
去了 ICU，看了下前一天晚上 6 点抢
救的一个心梗病人。下午 2 点 30 分，
韦福起开始处理今天新收住院的 3 个
病人，完善相关检查，指导科内医生
开医嘱，巡视病区病人，等着接下来
还有一台手术，医师节当天对他来

一天接诊 18 名患者

以更好的身体状态进入学校，还一直
说中医调理就是好。
送走了小患者，诊室门口的座椅
上已经排起了小长队，大家都在耐心
等候。张艳丽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就开
始了下一位患者的接诊。在面对每一
名患者过程中，张艳丽医生详细问
诊，认真查体，结合患者的舌诊和脉
诊，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就这样一个
接一个的病人，一天的时间结束了，
这一天她共接诊了 18 个病人，对张艳

陈星海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韦福起

…… 从早晨到中午 12 点，一个上午，
他接诊抢救了 9 例急诊病人。
任广东是山东人，在中山工作 5
年了，他在这个城市恋爱结婚，
有了第
一个宝宝，
作为新中山人，
他的归属感
越来越强烈。对于急诊科医生这一职
业，任广东说，
“读书时看港剧、美剧，
觉得医生抢救患者的场景特别帅气威
武，可当自己做了一名急诊医生才发
现，每天都是各式各样的不同急危重
症，要有过硬的抢救本领，平时陪家
人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急诊医生很
辛苦，但是我很喜欢，我为当初选择
急诊医学这个专业感到庆幸。”

丽而言，
这是充实而有意义的一天。
作为一名基层医生，今年 35 岁的
张艳丽已经在这个行业中摸爬滚打
了 11 年。她说，医生职业看似平凡，但
要做好确实很难，尤其是在基层，这
里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很多情况下
需要医生凭借经验和体格检查来进
行诊断。为了提高自己的诊疗技术，
她珍惜每一次的学习机会。她希望一
直坚守在基层，为当地群众的健康保
驾护航。

一天救治 3 例心梗病人

说，仍然是普通而又忙碌的一天。
“当天我救治了 3 例病人，其中一
例是一名 58 岁的胸痛患者，由于胸痛
两到三天才到医院治疗，出现了心衰
的症状，经过 6 天的心衰治疗后，于医
师节当天早上进行支架手术。”韦福
起说，术后这位患者恢复很好，很快
便能出院。
今年 49 岁的韦福起已经从医 24
年了，他表示，做医生真的很累，尤其
是心血管医生，没有节假日，生活极
其不规律，半夜三更，一个电话响起，

就得马上起床，奔向手术台。而且与
别的医生不同，心血管医生做手术穿
的是 20 多斤的铅衣，为了阻隔部分射
线。铅衣内外还各有一层手术服，长
时间站着，不仅人像在蒸笼里一样不
停出汗，这样的重量也让人无法轻
松，一天手术下来，膝盖都是麻木的，
几乎不会打弯。但面对病人及其家属
期许的眼神，看着病人从自己手上成
功抢救过来，韦福起说，无论多么劳
累，出了多少汗水，受了多大的委屈，
都觉得做医生值了。

出急诊 做手术 迎新生
坦洲医院医务工作者用坚守和责任庆祝中国医师节

▲医生在 ICU
病房抢救病人。

▲

8 月 19 日，第二个中国医师节。在这个
特别的日子里，坦洲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依
然像以往一样忙个不停，巡病房、出急诊、
做手术、迎新生……可敬的白衣天使们用
坚守和责任，来守护广大群众的健康。让我
们用镜头记录一个个温情感人的瞬间吧！
◆镜头一：当日，广东三八红旗手、刚
刚被评为“中山最美医师”的产科主任龙新
枝，受到了市卫健局的表彰。在产科，她的
同事又开始新的“速度与温情”，用精湛的
技术和双手托起一个新生命。
◆镜头二：在心电图室，
“准妈妈”医生
挺着大肚子，运作麻利一如往常。
◆镜头三：急诊科医生赶着出车，与时
间赛跑，
为生命开路。
◆镜头四：
“ 工 欲 善 其 事 ，必 先 利 其
器”，儿科医生在紧张培训学习，以提高技
术水平，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镜头五：ICU 医生：
“病人休克了！赶
紧来个 B 超引导下深静脉穿刺！
”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践行着
‘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的职业精神，
不断激发着职业荣誉感和神圣
使命感，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汇聚磅礴之
力”
坦洲医院张静医生在中国医师节座谈会
上的致辞，
道出了医生们的心声：
“有时是治
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我们将继续
坚守希波克拉底誓言，以高尚的医德、精湛
的技术、
真心的付出、
微笑的服务，
谱写一曲
和谐的生命之歌，
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蔡伟强 唐霞

产科医生迎
接新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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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医生雷浩强

凌晨紧急为大出血病人做手术
雷浩强是黄圃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他随着中山市第五批
组团前去援藏。从今年 2 月 21 日
进入西藏至今，已经半年时间了，
这个医师节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他在高原上度过的第一
个医师节。
当天早晨天还没亮，雷浩强
就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工布
江达县卫生服务中心来了一位
64 岁的扎西患者，他在家里饮酒
后突发大量呕吐鲜血，被家人急
送到医院。救人如救火，要救命的
最有效方法就是迅速进行胃镜下
止血。
整个内镜团队有条不紊地进
行无痛胃镜下钛夹止血术，随着 6
个钛夹的准确释放，患者出血的

血管全部被夹闭。术后家属和患
者都紧握着医生的双手表示感
谢。雷浩强说，成功抢救患者，这
就是医师节最好的礼物。在以往
的日子里，当地医院接到这种危
重患者只有三个选择，转院、开刀
或者放弃治疗，现在他们多了一
个更加有效的选择，就是内镜下
微创手术。随后，雷浩强又陆续为
8 例高原藏区的群众进行了无痛
胃肠镜的筛查。
作为一名 80 后医生，雷浩强
从医已经有 11 个年头，他说，在高
原上援医的这半年经历很难忘。
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他肩负
着保护每一个生命的天然职责，
需要一生坚守。无论走到哪里，他
都以自己是一名医者为荣。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琳）近
日，中山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市中医院成功召开。市卫
健局副局长伍中庆及来自中山市 26 家医疗卫
生机构的 320 余名会员代表参加本次大会。
会议先后审议表决通过了《中山市中西
医结合学会筹备工作报告》
《中山市中西医
结合学会章程》
《中山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成
立大会选举办法》。选举成立了中山市中西
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理事会，选举中医院副院
长高大伟为学会第一届会长，市人民医院副
院长陈伟强、市中医院党委委员李亮、火炬
开发区医院院长师利农、沙溪隆都医院院长
刘学强、坦洲医院院长罗勇、陈星海医院院
长黄汉伟、古镇医院院长彭文标、东升医院
院长霍山为学会第一届副会长，市中医院杨
东辉为学会第一届监事，市中医院药物临床
结构办公室副主任吴惠妃为学会第一届秘
书长，聘请中医院院长林棉担任学会名誉会
长，并颁发聘书。
伍中庆表示，希望全市中西医务人员珍
惜 这 个 平 台 ，用 好 这 个 平 台 ，共 同 努 力 ，实
现中山市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全面
振兴。名誉会长林棉对中西医结合学会的成
立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今后会对学会的工
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会长高大伟表示，成立学会后要树立大
发展理念，牢记学会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十
九大“坚持中西医并重”精神，发挥中西医优
势互补作用，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增强学会
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在成立大会结束后随即举行第一次学术
会议，就中山市的眼科、消化内科、皮肤科、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男科、周围血管科、心
理科共 8 个学科领域的行业发展概况进行了
报告，通过会议对我市几个专科领域的发展
概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