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双拳并举”强劲发展 抢占神经外科制高点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李磊 杜挺勇

核心提示 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两类，出血性脑卒中是一种以脑部出血性损伤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极高的病死率和
致残率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作为我市首批重点学科，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经过多年的
大发展，如今已是“科成品牌人成才”。该科室目前分为两个区，呈现出“双拳并举”的强劲发展的格局，在出血性脑卒中等诊疗方面经
验丰富，水平尖端，一紧跟神经外科发展的世界潮流，不断开创焦作市神经外科的新局面。

实力雄厚深得患者信任
据了解，河南理工大学神经

外科一区是焦作市首批重点学
科，多年一路走来，该科在专业技
术上步步领先，表现十分抢眼：在
全省地市级医院首家实施了脑干
血肿清除术、脑干肿瘤切除术，开
展了脊髓、脊柱、椎旁血管畸形栓
塞术、单鼻孔入路垂体瘤切除术，
并在我市率先独立开展颅内动脉
瘤的介入治疗和缺血性脑血管病
血管搭桥手术；脑血管病的诊断
及介入治疗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备先进的仪器和设备对抢占
神经外科技术高峰至关重要，近
年来，神经外科一区在主任夏国
庆推动下，不但率先在焦作市成
立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而且
还不断地完善更新手术显微镜、
手术头架、开颅动力系统、微创手
术器械等,这也为救治病人提供
必要的设备保障。

对于出血性脑卒中的诊疗，
夏国庆告诉记者，在传统的脑干
血肿清除手术、神经外科一区有
着及其丰富的经验，而例如颅内
外血管搭桥等相对复杂的手术，
该科室也已经开展了多年，一直
走在焦作市的前列。

据介绍，早在7年之前，该科

室就遇到了一名患有“烟雾病”的
患者。“烟雾病”通俗地讲是一种
因为脑血管异常表现出来的疾
病。夏国庆了解到，该患者在来
到他们科室之前的两年内已经出
现了多次脑出血的情况，万幸的
是每次出血量较小，患者才一次
次度过了危机。

“这种反复性的出血其实非
常危险，如果有一次遇到出血量
较大的情况，随时都会有生命危
险。”夏国庆回忆，这名患者之前
也在其他一些医院进行了咨询，
但是得到的答案都是，由于情况
特殊，没有特别好的诊疗办法。

经过检查后，夏国庆提出了
做颅内外血管搭桥手术的方案，
通俗地解释就是使通过手术使颅
内血管发生改变，大大降低出血
风险。通过颅内外血管搭桥手术
治疗“烟雾病”，当时在焦作市还
是第一例。

这种技术当时在国内一些省
级的大医院才有开展。依靠先进
的诊疗理念和高超的诊疗技术，
最终这名患者在河南理工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成功接受了手术。近
年来，医院在追踪回访中得知，该
患者之后再没有出现过脑出血的
情况。

实力团队走在技术前沿
为患者保驾护航，如今河南理

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呈
现出了“双拳并举”的强劲发展格
局。该院的神经外科二区，更是
拥有一个年轻并“身怀”绝活的团队。

年轻、高学历、理念超前、各
自有绝活，这是神经外科二区团
队留给很多患者和家属最深刻的
印象。

据了解，该科“掌门人”李东
飞是焦作市神经外科学界唯一的
医学博士，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
专攻脑解剖，并师从于春江、漆松
涛等神经外科学界大师，知识渊
博，视野开阔；副主任崔彦魁，师
从第二军医大学刘建民教授，学
成归来后独立完成动脉瘤介入治
疗填补焦作市空白，擅长各种脑
血管疾病的治疗；崔建军大夫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进修，师
从于周定标、余新光等名师，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于重
型颅脑损伤的救治在焦作市独树
一帜。

据李东飞介绍，他们科室的
医生平均年龄在40多岁，其中高
级职称有4人，中级职称有两人，
大家正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
阶段。由于年轻、学历高，接受新

理念、新技术的能力则更强、更
快。为占据焦作市神经外科领域
的制高点，该科不断派科室医生
到国内著名大医院进修学习，足
迹几乎遍及国内所有的神经外科
权威中心。同时，该科还利用英
语好的优势，广泛阅读国际权威
杂志的文献，时刻关注国际最新
研究动态，以达到与世界上最先
进的理念同步。

李东飞告诉记者，在脑卒中
方面，该科室诊治的都是出血量
较大的危重病人，如今脑出血的
手术治疗一年就能开展90多例。

人性化服务让医院充满温情
当今医疗环境错综复杂，医

患关系紧张又微妙，然而记者在
河南理工大学神经外科两个病区
发现，各类赞誉及感谢信一直不
断。这些感谢信中，除了对高超
医术的赞扬，还有一部分是对医
院人性化服务的感谢。

夏国庆介绍：“科里收治的患
者很多是农村人，并且重症患者
多，科室所有人员都有一个理念，
要从心底真正理解患者，一定要
尊重他们，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关
心他们。”

在夏国庆引导下，该科医护

人员与不少患者和家属交上了朋
友，患者及其家属从中得到非同
一般的关爱。就在今年4月份，该
科室接到了一名脑出血患者，因
为特殊的原因，在病人来院3天后
才联系上家属。

在没有亲友陪护的几天内，
科室医护人员扮演起了家属的角
色，精心呵护，买菜买饭。当病人
家属得知这一切后，眼含热泪不
停地鞠躬表示感谢。

在神经外科二区记者看到，
在该科不少患者因神经疾病原因
造成大小便失禁。对此，该科的
护士不仅不埋怨，而且还亲自动
手为患者处理。最让人感到温馨
的是，在该科，不少护士还给患者
喂饭等，让患者真正体会到该科
的优质服务。

采访中，记者在神经外科二
区正好碰到了一位来自博爱的李
女士，她告诉记者，丈夫去年因脑
出血在这里做了手术，期间医生
护士对他们特别关心，让人觉得
非常踏实。之后丈夫身体恢复的
情况特别好，如今他们一家对神
经外科二区特别信任，每年都要
回来进行复查，要和这里的医护
人员见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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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医患紧张关系

九十一医院感染科仁心仁术铸仁医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秦新立 朱传胜

核心提示 | 当下，医
患关系十分难处,而近日记
者在第九十一中心医院感
染科采访时发现，这里的
医患关系不仅不紧张，反
而处处呈现出的是和谐、

友爱的景象。

医术精湛，
让患者从心底尊重和信赖

爱心接棒，一心为患者服务在第九十一中心医院
感染科，整个科室里找不
到一幅锦旗；医生办公室
里，仅有几幅装裱的书法
作品挂在墙面上。这个科
室，难道就是一直备受患
者点赞和信赖的科室吗？
不过，记者心中的疑团很
快被该科主任李慧霞解
开。该科的墙面原来满是
锦旗和感谢信。后来，该
科根据相关规定，将这些
锦旗、感谢信全都取了下
来。

不过，从保留下来的
书法作品可以看出，患者
对该科的信赖。在一幅书
法作品上，“医术超绝，功
德无量”八个大字异常醒
目。李慧霞说，送书法作
品的姓李，是一名丙肝患
者。经过该科医治，这名
患者已经彻底得到治愈。

寻找良方破解疑难病
症，是一个科室技术实力
和水平的有力体现。李慧
霞带领她的医护团队，不
断挑战肝病难题，为不少
疑难肝病患者点燃了康复
的希望。

在传染病治疗领域，
重型肝炎是一道医学难

题，病情一旦爆发，在短期
内就会迅速发展并危及患
者的生命，其死亡率曾高
达80%。该科采用先进的
技术，一次次把病人从死
亡线上拉回来，使重型肝
炎患者在这里得以重生。

上消化道出血是肝硬
化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也
是最凶险的并发症，往往
来势凶猛，若不及时抢救，
病人很快会出现低血压、
休克，以至于死亡。该科
医生凭借着过硬的治疗本
领，一次又一次地将患者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正是因为如此，该科
成为不少肝病患者心目中
值得托付的地方。一位陕
西的刘姓患者，2008年因
重型肝炎被该科抢救过来
后，每隔三四个月，他就会
定期到该科进行复查。因
路途遥远，该科建议这名
患者到当地医院复查，把
检查结果传过来就行。这
个建议被这名患者所拒
绝。8年来，他不顾路途遥
远，一直坚持到该科进行
复查。因为，他从内心认
定，该科能够为他的健康
保驾护航。

在该科，让患者感动
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该
科提供的优质服务和医者
的仁爱之心。

一名来焦作打工的外
地人，因患肝硬化到该科
医治，身上所带的钱不够
缴纳医疗费，李慧霞二话
不说，从工资卡上取出
1000多元，借给这位患者
看病取药。一年后，当这
名患者找到李慧霞还钱
时，她竟忘记了借钱的
事。李慧霞告诉记者，在
该科，这根本不稀奇，这样
的事情，他们科的医生都
做过。此外，为了方便患
者，该科医生还经常垫付
钱，为患者邮寄治疗药物。

其实，该科让患者感
到温暖的远不止这些。肝
硬化合并消化道出血的患
者，早期需进行全流饮食，
以此避免进食粗糙而导致
消化道再次大出血。为
此，该科医护人员要么在
附近的家中为患者做好稀
粥端过来，要么在科室里
用小锅为患者煮稀饭。遇
到没有陪护的患者，每到

吃饭时，该科医护人员总
会为患者买来饭吃。

患者生日时，医护人
员为患者购买蛋糕庆生；
每逢新春佳节，医护人员
都会与患者共同吃饺子过
节……在该科，医生和患
者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正是这样融洽的医患
关系，让该科像一块磁铁
石一般，让住院的患者不
忍分离。

被誉为“最美女军医”
的姚惠辉，曾担任感染科
主任十几年，在她的爱心
影响下，感染科到现在依
然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医疗
团队。“两年前，姚惠辉调
任到门诊部当主任，感染
科主任由我来接任。虽然
姚慧辉走了，但她留在感
染科的那颗爱心并没有
走。如今，通过爱心接棒，
我们感染科依然是一个充
满爱心的医护团队。和谐
友爱的医患关系，是我们
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要
把这种关系，继续保持下
去。”李慧霞语气坚定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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