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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骨干，孜孜以求敢创新

毕业于青海大学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的贾建成，一直从事
临床医学工作。2010年，驻马
店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重症医
学科，贾建成成为了驻马店市第
一批重症医学工作者。

重症医学科，是医院集中监
护和救治重症患者的专业科
室。入驻这个科室，要求医护人
员不仅拥有精湛的医术，熟悉身
体各个系统、各个脏器的功能和
运转，而且还要具备较强的处理
危重病能力。

为提高救治危重病患技术，
贾建成围绕“多脏器功能不全、
急性心衰、急性肾衰、急慢性呼
吸衰竭、肺栓塞、急性颅脑损伤、
各种急性中毒、DIC、上消化道大
出血、肝性脑病、感染性休克”等
复杂危重症不断钻研，与医院前
辈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反复观摩
各类手术录像，大量阅读相关文
献，掌握复杂重症治疗的技术要
领。

根据临床数据不断研究总
结，是贾建成追求进步的法宝。
急性心肌梗死是重症医学科常
见病例，针对心肌缺血预适应对
急性心肌梗死尿激酶溶栓患者
的心肌功能保护作用研究较少
这一课题，贾建成连续三年选取
90例急性心肌梗死尿激酶溶栓
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心肌缺血
预适应对此类患者心肌功能的
保护作用。他通过48小时、24
小时两组有心绞痛的患者的观
察数据，分析两组患者溶栓治疗
后的梗死面积、心肌酶峰值、并
发症情况及病死率，获取了心肌
缺血预适应可以有效减少此类
患者心肌酶的释放，缩小心肌坏
死面积，对患者的心肌功能具有

良好保护作用的结论，为临床应
用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不断创新和追求更高更好，
满足复杂多样的医疗需求是贾
建成孜孜以求的目标。近年来，
贾建成在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
院相继开展了“微创气管切开、
鼻肠管床旁徒手完成、床旁人工
肝替代治疗、镇静阵痛滴定式治
疗、抗感染治疗的规范化、多脏
器功能衰竭的脏器支持治疗、床
旁气管镜治疗、亚低温治疗重症
颅脑损伤、有创无创机械通气”
等创新治疗方式，同时在《实用
诊断与治疗杂志》《中国实用医
刊》《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等
医学专刊上先后发表多篇学术
论文，有力地推动了医院重症医
学科的业务发展。

仁心医者，妙手回春治顽疾

重症医学科是与死神作战
的科室。为了守住患者的生命
线，贾建成深知只有勇于担当，
一战到底，才能争取生命的延
续。

2018年5月，医院收治一名
因车祸而导致全肝破裂的病
人。在应用DCS技术稳定患者
生命体征后，患者转重症医学科
复苏。在复苏管理中，贾建成发
现患者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血
凝异常的病情，立即联合其他科
室对患者进行右半肝切除术和
左半肝破裂修补术抢救。不料，
患者第二次手术后又出现胃瘫，
不能进食。为了维系患者生命，
贾建成又进行介入置入营养管
的复苏和后期管理，直至患者各
项生命指征逐步恢复，痊愈出
院。

“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都
值得我们守望到底。”贾建成常

说，医生要遵循一切为了病人，
为了一切病人的信念，想患者之
所想，急患者之所急。他践行着

“医者仁心”的诺言和初心，让许
多濒临死亡的患者奇迹般地转
危为安。

今年6月，患者梁先生因“全
身皮肤黏膜黄染，急性重症肝
炎”入院治疗。此时的患者，已
经处于急性肝衰竭病情危重的
状态。入院5天后，出现严重乏
力、纳差、全身黄染加重，检验结
果回示“胆酶分离”现象。种种
迹象表明，患者肝功能急剧恶
化，已出现严重肝衰竭。转至西
院区重症医学科，贾建成多方协
调，在输血科的全力支持下，立
即为患者进行“人工肝”支持治
疗。经过6个日夜的奋战，患者
胆红素水平明显降低，肝功能有
所好转，最终遏制了肝功能急剧
恶化，挽回了生命。患者出院之
际，特地送来锦旗表达感激之
情。

抗疫先锋，身先士卒战疫情

2020 年春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暴发。得知疫情开
始全国蔓延的消息，贾建成顾不
上家中年迈生病的父母和幼小
的女儿，时刻准备着战斗。

大年初一的早晨，贾建成第
一个向领导请愿：“我从事重症
医学已经十年了，我熟悉重症病
人的救治方案，我请求去一线！”

2月2日，医院开始收治新
冠确诊病人。贾建成随即带领
医护团队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
前沿。收治患者，为患者取咽拭
子，调阅病例医学影像，会商病
例病情变化，根据病人不同情况
制定个体化的救治方案，安慰鼓
励病人……他夜以继日地投入
到抗击疫情工作中。

抛掉恐惧，他冒着传染的风
险进入隔离病房为患者取咽拭
子；物资匮乏，他默默地穿上纸
尿裤，尽量不吃饭不喝水，每次
进入隔离区都连续工作十几个
小时，避免防护服的浪费；病人
增多，他每天只休息5个小时，与
时间赛跑，只为患者、为社会燃
起生命的希望之光。

为避免疲劳作战，医院安排
抗疫医护人员轮休，但贾建成却
执意申请继续留下战斗。他写
下生死请战书，请求继续留在抗
疫第一线。因为他觉得自己年
轻顶得住，心理素质好，又在负
责二病区全面工作中积累了治
疗经验，而且不换人还能降低医
务人员感染风险。但长时间的
工作，促使他的腰椎间盘毛病发
作，腰部疼得落不了床，脚发麻
抽筋。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贾建
成用自己的行动，彰显着白衣天
使的责任和担当。历经42天不
懈努力，医院收治的所有确诊的
新冠病人治愈出院，圆满完成了
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
工作目标，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
了突出贡献。

重症救治战场上的医学尖兵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西院区重症医学科主任贾建成侧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李明华 文图

他勤奋好学，不断创新重症医学治疗的新技术新方
法；他救死扶伤，面对危重病患始终不言败不放弃；他冲
锋在前，抗击疫情时舍小家顾大家……他就是驻马店市
第一人民医院西院区重症医学科主任贾建成。

贾建成，39岁，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医院协会重症
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中西医急救分会委员，驻
马店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贾建成（左一）为患者诊断治疗

本报驻马店讯 近
日，驻马店市公安局东
风 派 出 所 成 功 侦 破

“1994·9·24故意杀人命
案积案”，潜逃近26年的
犯罪嫌疑人王某全被抓
获归案。

1994年9月24日上
午，张某广、张某涛二人
在田里干活时，与本村
村民王某全发生争吵，
王某全用刀子连续刺中
张某广胸部，致张某广
当场死亡。案发后，王
某全潜逃。

多年来，犯罪嫌疑
人行踪难测，该案始终
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随
着侦查手段和技术的不
断提高，东风派出所命
案攻坚专案组在对该命
案积案在线索摸排、核
查等方面开展大量工作
的基础上，再次向命案
积案发起凌厉攻势。

通过侦查，专案组
民警获取一条关于犯罪
嫌疑人藏身于新疆的重
要线索。7月 12日，所
长姜舰带领民警奔赴新
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
尔勒市及多个县区，对

犯罪嫌疑人王某全可能
藏身的地点开展摸排，
最终锁定其所藏匿的小
区。

7月 15日 22时，王
某全出现，蹲点民警还
没等犯罪嫌疑人反应过
来，迅速将其捕获。通
过一整天与嫌疑人的交
谈、做其思想工作和心
理交锋，王某全对1994
年9月24日用刀刺死同
村村民张某广后潜逃26
年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7月17日1时，刚刚
忙完案子、休息不到两
个小时的专案组民警接
到当地公安的通报，库
尔勒为了应对乌鲁木齐
市的疫情准备封城。为
避免陷入滞留新疆的困
境，专案组民警带领犯
罪嫌疑人匆匆赶到火车
站，在当地防疫部门的
帮助下，临时做了核酸
检测。专案组民警在火
车站候车大厅整整等待
了8个小时，才坐上返程
的列车。7月 19日，犯
罪嫌疑人王某全被成功
押解回驻马店。

本报驻马店讯 近
日，泌阳县警方成功破
获一起盗窃空调设备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4
人，追回被盗空调设备9
台，涉案价值5万余元。

4月30日夜，“中建
材”公司在泌阳县春水
镇火石山水库管理所项
目部的9台空调被人盗
走。案发后，该县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许志
勇指令刑警大队全力上
案攻坚。

刑警大队三中队以
案发现场为重点向外辐
射，将高科技与传统破
案手法相结合，寻找突
破点，终于锁定春水镇
火石山村民王某高有重

大作案嫌疑。7 月 17
日，办案民警迅速出击，
一举将犯罪嫌疑人王某
高抓获归案。经突审，
王某高如实供述了伙同
犯罪嫌疑人王某福、王
某海将“中建材”公司空
调设备盗走，非法卖给
犯罪嫌疑人王明某的犯
罪事实。在盘古及黄山
口、马谷田三个派出所
的警力支持下，办案民
警兵分几组迅速将犯罪
嫌疑人王某福、王明某
抓获归案，并将被盗的9
台空调全部追回，犯罪
嫌疑人王某海投案自
首。目前，这4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驻马店警方：
告破沉积26年命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张润东

“空调贼”，被整锅端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马健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