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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工作刚刚完成
急诊手术却接踵而至

2019年12月26日，正当
漯河市中心医院介入科手术室
正要完成当天第31台心内冠
脉手术时，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
了平静，“神经内科二病区患者
突发脑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
腔出血，急需手术，请介入手术
室做好准备！”来不及休息，介入
科主任宋太民立即组织全科人
员马上投入到手术准备当中。

急诊手术对于介入科来
说经常会遇到，面对常态化的
工作模式，宋太民和他的团队
早已轻车熟路，接到电话后，
立刻启动导管室，抗凝药物、
急救设备等准备到位，一切都
有条不紊。“患者结合DSA检
查为多发后交通动脉瘤，为防
止再出血，需要行介入栓塞治
疗。”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王
明科说，患者突发脑出血，情
况紧急，手术难度大，必须马
上进行急诊手术。

当天晚上10点，手术正
式开始，由于患者颅内外血管
迂曲，极有可能出现术中再破
裂出血、恶性脑血管痉挛、脑
心综合征等症状，甚至出现突

发呼吸心跳停止，宋太民及其
团队不能有一丝懈怠，打起十
二分精神，为患者实施了全麻
下经导管颅内动脉瘤支架辅
助栓塞术。

4个小时后，次日凌晨2
点，手术顺利完成，可谁也没
想到，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高强度工作状态
18小时连做4台手术

就在第一台手术快要结
束的时候，手术室再次响起急
促的电话声。神经内科一病
区又一名男性患者由于颅内
动脉瘤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
意识丧失，急需手术，患者家
属不同意开颅夹闭术，要求选
择动脉瘤栓塞术。

“第一台手术还没结束，
宋主任就在台上开始了解这
个病人的病情。”介入科手术
室护士长轩艳婷向记者回忆，
由于病情特殊，宋太民一下手
术台就与患者家属进行了谈
话，脑系科主任兼神经内科主
任兼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郑
春玲对患者手术进行全程监
测，手术过程几乎没有停歇，
第一位患者刚送回病房，第二
位患者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由于神经系统的功能繁
多，解剖结构复杂，脑组织细
胞对氧代谢的依赖性最高，而
且具有明显的损伤后不可再
生性，所以介入手术中出现微
小的意外，造成血管破裂或闭
塞，都有可能发生较心脏和外
周脏器介入手术中严重得多
的并发症。因此，神经介入存
在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率。”
宋太民告诉记者，所以在神经
介入手术过程中大家精神高
度集中，一直都处于高强度的
工作状态之中。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第二
台、第三台、第四台……时间
一点点流逝，转眼间就到了第
二天下午6点多，最后一台颅
内动脉瘤破裂患者手术也接
近尾声。这名患者是位27岁
的女性，送过来时颅内动脉瘤
已经出血，随时都有死亡风

险。“当时患者的丈夫带着2
岁的孩子跟着来的，靠在墙边
泣不成声，求医生全力救治他
爱人的性命。”介入科医师李
博说，大家看到这样的场景都
不忍心，宋主任更是现场拍
板，继续手术，为患者全力以
赴。

手术+心理双重压力
做完后体重骤降了8斤

据宋太民介绍，颅内动脉
瘤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主要
原因。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
后，立即面临再次破裂出血，
而再次出血的致死率高达
40％~75％。因此，凡是疑为
颅内动脉瘤时，原则上应尽快
诊断，及早治疗。

此时，大家身穿着30多
斤的铅衣，距离第一台急诊手
术已经过去了14个小时，由于
大量出汗，铅衣下的手术服都
已经湿透了，病情危急，来不及
换下，宋主任重新披上铅衣走
上了手术台，经过4个多小时
手术，栓塞微导管在微导丝的
引导下置入动脉瘤体内，采用
支架辅助技术对动脉瘤进行
栓塞，即刻造影显示支架内血
流通畅，邻近血管未受影响，
动脉瘤栓塞满意，手术圆满成
功。

当最后一台手术结束时，
大家绷紧在心里的弦一下子
放松了，由于长时间站立，加
上饥饿和脱水，几近虚脱，都
瘫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无法
动弹。“在18个小时的高强度
连续手术过程中，宋主任几乎
没有离开过手术台，极大的心
理压力加上不吃不喝不睡，术
中几次都差点虚脱。”轩艳婷
告诉记者，宋太民下手术台后
量体重，竟足足少了8斤！

加班路上风雨兼程
医者仁心为患者拼尽全力

“从寂静的夜晚到初晓的
黎明，又从旭日东升到夜幕降
临，共持续了18个小时的日夜
奋战，赢得了4位颅内动脉瘤
出血病人的转危为安。”手术
过后，轩艳婷在朋友圈发出的
这段文字，让大家感慨不已。

在漯河市中心医院，像这
样的医护人员着实不少，特别
是急诊急救和临床上的医务
人员，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加
班的路上。“累是真的累，可是
每次看到患者期待的目光，你
总会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自
己，这就是信任！”宋太民说，
当看到患者健康地走出医院，
他们才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
白费，再苦再累也都值得。

漯河市中心医院院长王海
蛟告诉记者，医务人员不管当
时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否在休
息，一声令下后，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准时到达患者最需要的地
方，这才是医生的神圣职责。

本报讯 郑州东站因设
吸烟室被律师起诉一案有了
最新进展。5日，记者了解
到，近日，郑州铁路运输法院
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认为原告
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
法律依据，驳回其诉讼请求。

去年11月15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以《郑州东站
设吸烟室，被律师起诉了！》为
题报道了这一案例：律师殷清
利在郑州东站餐厅消费时，发
现在大厅二层的东南、东北、西
南、西北等四个位置分别设置
吸烟室一处。“室门大开，吸烟
旅客不时更换，吸烟室附近弥
漫烟味，给周围路过旅客带来
极大影响。”他认为，自己作为
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旅客，在
郑州东站进行中转停留，东站
理应依法、依约为他提供相应
的、保障原告人身健康安全的
服务。随后，该律师将郑州东
站告上法庭，要求其取消在出
发大厅中心位置4层所设置
的四个吸烟室，拆除吸烟室内
的烟具、智能感应点烟器。

2019年11月14日，该
案在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开庭
审理。2019年12月31日郑
州铁路运输法院出具的民事
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本案
系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将案件的争议焦点归结为：被
告郑州东站是否存在违约；原
告提出的取消吸烟室及拆除
设备的要求是否应支持。

关于郑州东站是否违
约，法院认为，在铁路旅客运
输合同法律关系中，铁路运
输企业的主要义务是安全、
及时将旅客运送至目的地。
此外，铁路运输企业除承担
安全、及时运输义务外，还应
当承担为旅客提供良好旅行
环境和服务的义务。全国爱
卫会、原卫生部、原铁道部等
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在公共
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
烟的规定》（全爱卫发【1997】
第1号）第四条规定“禁止吸
烟场所的经营或管理单位应
履行下列职责：(三)旅客等候
室及运行时间较长的公共交
通工具，可以指定吸烟的区
域或设置有通风装置的吸烟

室”。原铁道部发布的《<关
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
室禁止吸烟的规定>铁路实
施细则》（铁教卫【1997】67
号）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一等
以上或大型建设规模的车站
都应当在适当的位置设立吸
烟室，吸烟处应通风换气良
好或安装通风换气装置，以
减少吸烟危害。”《郑州市公
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1998
年9月1日起实施）第八条规
定“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飞
机场的等候室和影剧院、体
育馆、大型商场应设置有明
显标志的吸烟室（区）。”

依据上述部门规章和地
方法规，郑州东站在候车大
厅禁烟区域张贴显著禁烟标
志，在位于非旅客主要通道
的大厅四角位置设置吸烟
室，内部配备有烟具、智能感
应点烟器及排烟设备，安排
人员对吸烟室卫生定期进行
清理，并在吸烟区张贴标志
和安全标语，履行了作为承
运人的从合同义务。

因此，郑州铁路运输法
院认为，原告殷清利主张郑
州东站设置吸烟室的行为违
反了从合同义务，降低了候
车大厅空气质量，没有事实
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
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法院
认为，本案中郑州东站在候
车大厅内设置吸烟室的行为
并不违反现行法律和地方法
规的规定，而且郑州东站采
取一定的措施对吸烟室进行
管理，防止烟雾扩散，并未对
原告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因此原告主张取消吸烟室及
拆除吸烟设备的法律依据不
足，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法院
不予支持。

此外，法院也提出，郑州
东站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对吸烟室进行管理，但是吸
烟者在吸烟室吸烟所产生的
烟雾有可能扩散到候车大厅
的其他公共区域，因此，郑州
东站应当充分利用现代技术
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吸烟室
的管理，避免吸烟室的烟雾
扩散到候车大厅公共区域。

漯河一医生身着30斤铅衣，连续高强度工作18个小时——

4台手术后体重降8斤瘫到椅子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岩

律师要郑州东站撤吸烟室
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文图

从寂静的夜晚到初晓的
黎明，又从旭日东升到夜幕
降临，共持续了18个小时的
日夜奋战，赢得了4位颅内
动脉瘤出血病人的转危为安
……1月4日，记者从漯河市
中心医院（漯河医专一附院）
了解到，这是该院介入科手
术室护士长轩艳婷，近日在
微信朋友圈的有感而发，引
来诸多同事和网友点赞。

据了解，轩艳婷这条微
信记录的，是该院介入科主
任宋太民身着30多斤铅衣
连做4台急诊高危手术的事
迹，整个过程耗时18个小时，
当他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后已
经虚脱，甚至连体重都骤降
了8斤。

护士长轩艳婷在朋友圈发的图片
车站的吸烟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