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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色完成临床诊治
工作的同时，曹甦还承担着
繁重的带教实习生任务。
多年来，她十分注重实习生
的基础素质和实际操作能
力，立足医院实际和临床实
践教授学生。

曹甦经常带领实习生
一起查房，判断新生儿反
应，指导他们书写病历。遇
到坐诊的日子，她还会和学
生一起，从患者家属的口述
中找到有关疾病的信息，根

据不同年龄段孩子选择用
药。遇到实习生值夜班，曹
甦还会牺牲休息时间，到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查看、询
问，向他们叮嘱重症病人需
要注意的情况。

许多人劝她不必这么
辛苦，曹甦总是回答：“我也
是从实习生过来的，知道他
们的难处和困惑。”带教过
程中，实习生偶尔会与患者
或家属产生矛盾，这时她也
会积极沟通，妥善处理。

供职20多年，曹甦的事
迹尽管不惊天动地，但点点
滴滴感人至深。如今，她依
然坐在办公桌前，耐心接诊
每一个患者，认真对待每一
次查房。在医院门诊楼，曹
甦的身影依然穿梭其中，她
将人生最美丽的青春和最无
私的汗水献给了儿科诊疗事
业。良好的医德医风、精湛
的诊疗技术，使得曹甦和她
所在的第九十一中心医院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第九十一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曹甦

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秦新立 褚玉鹏 文图

核心提示 | 她始终怀着一颗爱心，用精湛的医术救治每一个孩子；她不
计得失，默默地在岗位上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她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执
着地行走在儿科医学的道路上。她就是第九十一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曹甦。
自1991年毕业至今，曹甦一直在儿科临床第一线工作。从医20多年来，曹
甦始终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待患者如亲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儿科医
生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的天职。

到正规机构接受科
学的康复训练，对脑卒中
患者来说异常重要。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是
焦作市规模最大的康复
医学中心，科室现有病床
49张，人员30余人，是集
相关疾病诊断、治疗、康复
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室。由
门诊住院病区和康复大厅
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共
计2000余平米，治疗环境
宽敞优雅。其中康复大厅
设有：康复评定室、运动治
疗室、作业治疗室、言语吞
咽治疗室、认知训练室、心
理治疗室、熏蒸治疗室、针
刺、艾灸、推拿治疗室、理
疗室。

在患者和家属看来，
这里不仅环境好，康复治
疗设备在焦作市也是最
先进、最齐全的。比如，
价值十几万元的电子生
物反馈治疗仪、10万元的
智能康复训练系统、3万
元的中药熏蒸床等。

该科的业务范围包
含脑卒中急性期、脑外
伤、脊髓损伤、周围神经
损伤等疾病的康复治疗；
脑卒中、脑外伤恢复期患

者的康复训练和继发的
功能障碍：肩痛、肩手综
合征、失语、吞咽障碍、二
便失禁的特色治疗；骨关
节疾病康复及其他疾病
的中西医康复治疗等。

该科拥有一支由康
复医生、康复治疗师和具
有康复理念的护理团队组
成的人才梯队。康复医学
科成立前后，该院选派吴
红新等人先后到河南省中
医学院一附院、无锡市同
仁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等地，系统地学习康复理
念及临床康复治疗等知
识，熟练掌握了先进的康
复治疗方法和手段。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经省卫生
厅批准，我市唯一的康复
医学中心也设在这里。

目前该科已经推出
了24小时康复管理的理
念。患者来到科室，将得
到专业团队的全天候精
心护理。吴红新告诉记
者，例如一名患者在做完
治疗准备回病房前，理疗
师会布置一定“康复锻炼
作业”，之后护理人员还
会定点前往病房，对患者
再次进行帮助，让康复治
疗准确地延续。

河南理工大一附院康复医学科

患者康复的“希望之家”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李磊 杜挺勇

核心提示：这里，是创造奇迹的地方。脑卒中后第一时间接受康复治疗，从起初不能坐起，患者一个多月后就能在室内行走；因为行动不便丧失了生活的
动力，在接受了系统康复训练后，患者最终找回信心甚至重返工作岗位。这里，就是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高标准人性化的诊疗服务，让一
名名患者走上了快乐的康复之路，成为了患者康复的“希望之家”。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重病
或重伤患者在治疗时不再只满足于保
命，而是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了更高
的要求。因此，从二维医学思维模式
（治病——救命）向三维医学思维模式
（治病——救命——功能恢复）转变，
势在必行。”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吴红新说。

如果病后生活不能自理，一名
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会
成为家庭的负担。康复医学科，则
正是站在“功能恢复”的层面，让病
人回归生活。

去年12月初，当时46岁的林军

因脑卒中差点送了命，通过及时抢救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入院治疗半个月
后，林军被转到了河南理工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进行治疗。发病
前，林军是一名设计师，也是家里的顶
梁柱。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病后完
全丧失了自理能力，躺在病床上甚至
连翻身都难。“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
我要成为家里的负担了。”最难过的时
候，林军觉得生存已经没有了意义。

“你来进行康复训练很及时，要对
自己有信心！”当时，吴红新的鼓励，让
林军有了一丝的动力。

在心理疏导不断开展的同时，康

复医学科为林军安排了专门的治疗小
组，包括医生、护理人员、理疗人员
等。根据患者的情况，治疗小组又制
定了科学的康复训练体系。

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奇迹真的
产生了。短短5天，林军就能够自己
完成翻身和坐起；第7天就已经可以
独自站立；一个月后，林军终于迈出
了患病后的第一步，可以在室内短
距离步行。

吴红新说，林军出院后又按照制
定的康复规划不停进行训练，如今恢
复的情况就如家属所说：“如果不仔细
看，和正常人几乎没有区别。”

“脑卒中的康复是一个全面的、长
期的系统工程，要尽可能早地开始医
学的康复训练，恢复早期要在专门的
康复医院或在门诊进行康复训练，这
一点患者必须认识到。”吴红新说。

据了解，近年来脑卒中的发病率
不断增高，而抢救成功后的致残率为
80%，患者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瘫、
失语、吞咽困难、认知障碍，日常生活
不能自理，常伴有精神忧郁、焦虑等心
理障碍。

吴红新说，及时采取正确的康复
措施，通过运动治疗、作业治疗、言语
治疗等可以改善和恢复肢体运动功
能、言语功能等，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部分人甚至能恢复工作。而康复

介入时间的早晚效果也完全不同，早
期康复治疗可使恢复进程加快。

国内外临床实践均证明，康复治
疗对降低脑卒中患者的残疾率十分重
要，如果患者没有进行规范的康复治
疗，在自然恢复过程中因缺乏正确的
肢体运动模式的指导，往往后期还会
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吴红新介绍，很多人根本不懂得正
确的康复方法，有的患者脑卒中后长期
卧床造成“废用综合征”（肌肉萎缩、骨
质疏松、心肺功能退化、神经肌肉功能
退化）发生褥疮、吸入性肺炎、泌尿系统
感染等；有的患者进行错误地训练造成

“误用综合征”（如让偏瘫上肢训练拉
力、握力、下肢练习踢腿），不正确的起

坐训练、甚至架着走等；有的患者脑卒中
后心急如焚拼命训练，造成“过用综合
征”（如过度用偏瘫步态行走造成健侧膝
关节滑膜炎，甚至产生膝关节积水）。

吴红新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关脑卒中的康复治疗还存在很多误
区，严重影响了患者康复效果。有家属
认为，患者已有药物治疗，只要休息好、
营养好，可以逐渐恢复，不需要康复治
疗，这也是不对的。只有凭借努力训练
和坚强的毅力，脑卒中患者才有可能康
复，才有可能实现生活自理，任何想凭
借“灵丹妙药”而康复的想法是不可取
的。康复治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系
统工程，要通过定期的康复评定来制
订、实施、修改和完善治疗方案。

接受正规训练告别康复误区

康复医学让患者信心回归 用实力打造康复患者“希望之家”

“儿科医生是一种高风险、
高要求的职业，一点也马虎不
得。”在曹甦看来，只有为患儿解
除病痛的美好愿望是远远不够
的，还必须有一身过硬的本领，
才能真正给患者带来实惠。她
常说：“我的医术好一点，患者的
痛苦就会少一点。”

曹甦诊疗的对象很多是尚
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病情的小患
者，其中一大部分是刚出生的婴
儿。每当这时候，曹甦总是一边
哄着患儿，引导他们配合检查，
一边细心安慰其家属。凭借扎
实过硬的专业技能，对于很多人
难以搞清楚的病情，她三言两语
就能准确给出治疗方案。

2014年12月，一位爷爷带
着 10 岁的孙子徐子鹏前来就
诊。见到医生，心急如焚的爷爷
张口就说：“医生，赶紧给孩子看
看吧！”说话间，爷爷的泪已落
下。

坐诊的曹甦见状，一边劝爷
爷平复下来，一边询问徐子鹏的
病情。6岁时，徐子鹏玩耍时突
然感到肚子疼。经治疗，徐子鹏

康复出院。可没过多久，他的肚
子又开始疼了。就这样，徐子鹏
的病情反复发作，多次住院。

徐子鹏的爷爷说：“B超、抽
血化验，做了各项检查，最终确
诊为浅表性胃炎。孙子在别的
医院住了21天，医药费花去2万
余元。出院没多久，孙子的肚子
又开始疼。”

曹甦得知后，让徐子鹏进行
B超检查，结果显示阑尾轻度肿
大并有粪渣形成，长13.7厘米，
考虑是阑尾炎。为了进一步证
实，曹甦请普外一区的医生王强
会诊，并确诊为阑尾炎。随后，
医生对其进行了手术，徐子鹏很
快痊愈出院。

求医4年，花了不少冤枉钱，
终于在曹甦这里彻底康复。徐
子鹏一家人执意要向医生表示
谢意，但被曹甦婉言谢绝。

20多年的行医生涯，曹甦始
终不断钻研业务，对多种儿科常
见病驾轻就熟。多年的经验让
她能够在第一时间识别出各种
罕见病症，尽可能让病人治病少
花钱、少痛苦。

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
曹甦深深地体会到，医生不
仅需要具备过硬的医学素
质，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20多年来，无论是生命
垂危的患儿还是常见病、多
发病，曹甦都秉承着对患儿
负责的态度，始终如一地坚
守着从医之初立下的誓言。

2011年4月的一天，从
产科转来一对极轻体重的
双胞胎，曹甦查看后给出了

“重度窒息”的诊断，必须尽
快抢救。然而，当时患儿家

属身上仅剩1000多元钱。
曹甦果断地说：“先救人！”
患儿得到了及时治疗，一个
月后痊愈出院。在曹甦的
努力下，这个困难家庭的医
疗费用也得到了适当减
免。像这样的例子，在曹甦
的行医生涯中还有很多。

在 2005年，曹甦参与
救治了被遗弃的三胞胎，曹
甦回忆说：“那时候是3月，
天气很冷，孩子送来时浑身
冻得发青、发硬，而且都是
早产儿。”看到病危的3个孩

子，曹甦立即投入抢救，暖
箱保温，保证药量，预防感
染。在医生和护士的悉心
照料下，3个孩子最终康复
出院。

这次抢救，被评为年度
感动焦作事件，被央视多个
频道报道。

在职业生涯中，曹甦多
次荣获个人三等功，每年都
会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
面对这些荣誉，曹甦说：“这
都是我分内的事情。”

火
眼
金
睛
，识
别
疑
难
杂
症

言传身教，尽职尽责献余热

心系患者，勇担社会责任
曹甦为患者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