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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台手术，很多人往往把目光聚焦在了外科医生的身上。其实，每台手术安全平稳运行的背后，都离不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总是提前

到达手术间，最后一个离开患者，为手术全程“保驾护航”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和心血，这就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麻醉医生。面对这些平时

很少“露脸”的一群人，外界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打一针”，而业内人士说：“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他们是手术台上的“幕后英雄”。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河南省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跟踪采访该院麻醉科部分医生和护士，通过体验式的报道，真实记录他们的工作状

态，切身感受到了在这项“睡着”的技术背后，凝聚着麻醉医生太多的艰辛和医学科技的含金量。

麻醉医生，不只是打一针
□本报记者 王平

6月 27日早晨8点 20分，省人民医院
手术部A区8号手术间，麻醉科副主任张加
强开始了第一台胸外科手术麻醉的准备工
作。

这台手术要为一名69岁男性患者实施
食管癌根治术，麻醉方式为“全麻”，手术时
间大约需要3个小时。

对于省级综合性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来
说，这类手术技术已开展得十分成熟，难度
并不大，但对于已经在麻醉岗位上工作了近
20年的张加强来说，他并未表现出丝毫的
轻松。“只有小的手术，但没有小的麻醉。”这
也是他每次开始麻醉操作之前，都要对身边
的助手以及来院进修的学生反复强调的话。

开放上肢外周静脉、超声引导桡动脉
穿刺置管、中心静脉穿刺置管、胸椎旁神经
阻滞……一系列动作娴熟有序，各项监护仪
上很快显示出患者生命体征，麻醉药物及液
体注射通道也在搭建完成。考虑到手术刀

“落脚点”是在患者左胸部划开一个较大的
切口，术中胸腔操作会对生命体征产生较大
干扰，就在胸椎旁神经阻滞麻醉过后不久，
张加强拿着棉签轻轻按压患者胸部再次测
试麻醉范围。“麻醉不但要为手术区域的操
作创造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保障患者生
命安全，以及围手术期的无痛。”

40 分钟过后，全麻前期工作顺利完
成。随着一支支麻醉药物的注射，患者很快
进入全麻状态下的“深度睡眠”。接着，在一支
纤维支气管镜的引导下，双腔气管导管插管及
定位完毕。外科医生随即开始了手术台上的
忙碌，麻醉医生也开始了手术的全程监控。

“很多人认为，麻醉医生就是打一针这
么简单，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掐
着手术平稳期的时间点，张加强指着监护仪
上实时更新变化的数据向记者介绍，麻醉医
生在手术中是全程“保驾护航”的，要时刻关
注病人的五大监测，分别是心电图、血压、脉
搏血氧饱和度、呼末二氧化碳及体温。“这些
数据也代表着对麻醉深度、镇痛、呼吸等实
时监测，根据数据变化及时调整注射泵内各
种药物用量，只有让患者各项生命体征调整
保持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手术才能够顺利
进行。而同样的手术，对待不同年龄、不同

身体状况的患者，麻醉方式又会截然不同。”
他说道。

临近中午1点10分，估摸着手术快要结
束的时刻，张加强把早已准备好的四种麻醉
药分别注入止痛泵。“癌症患者在术后一般
都要进行化疗，这些药物不但能够减轻病人
术后的疼痛，还能起到止吐、抗焦虑的作用。”
在他看来，最大程度地预防、减少患者围术
期并发症的出现是麻醉工作的基本原则。

整个上午，张加强没有去过洗手间，每
个关键节点的麻醉药量把控都相当准确，患
者各项生命体征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手术进

展很顺利，这一切也源于他在术前对患者病
情和基本信息的了如指掌。“一个优秀的麻
醉医生，不仅要有娴熟的气管插管、动静脉
穿刺等精细敏捷的动手操作能力，还应根据
患者体征具备调控呼吸、血压、脏器功能保
护的知识，既要懂手术,也要懂药理、生理、
病理等，因此又被称为‘外科手术中的内科
医生’。”他对记者说。

正是凭借这股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
全方位临床业务知识的储备，从事麻醉工作
以来，张加强主持了无数个重大手术的麻
醉，挽救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其中，就
有河南省首例异体肺移植手术的麻醉，还有
患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艾森曼格综合征”
临产孕妇、被业内专家判定孕晚期死亡率达
99%的产科手术麻醉……越来越多的疑难
复杂病例患者因外界“不敢麻”而慕名前来。

2011年，35岁的张加强成为全院临床
科室中最年轻的科副主任；2016年，40岁
的他顺利晋升主任医师。工作之余，张加强
时刻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远程会诊、带教
培训、学术交流、科研攻关填满了他在手术
室之外的生活。

“目前我们正在做一个科研项目，就是
测试麻醉方法对癌症患者术后体内血液免
疫功能的影响程度，以此来判定不同的麻醉
方法对恶性肿瘤病人术后癌症复发或转移
的改善。”张加强说，麻醉医学今后要走向麻
醉与围术期医学，从术前评估到术中处理，
再到术后远期影响、术后疼痛管理等。“让患
者看病感觉不到疼痛，全程享受到舒适化的
就医体验，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外科手术里的“内科医生”

试想，购买一张 10小时火车站票，中
途不吃不喝，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对于
常年工作在心外科手术间的麻醉医生赵亮
来说，这样的体验已成为常态。

6月 22日早晨8点 10分，换上绿色的
手术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消毒过的拖
鞋，记者走进省医手术部 C 区 19 号手术
间，赵亮和助手吴黎生取出提前准备好的
麻醉药，开始了术前的忙碌。

诱导、维持、镇静、肌肉松弛、无痛、急
救……不同的麻醉药品被吸入大大小小、
粗细不同的注射器，算下来差不多有十三
四个。“心脏手术难度大、风险高、时间长，
因此各种麻醉药品和急救药品都必须保证
齐全，以确保术中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
赵亮对记者说。

8点40分，患者被推进了手术间，一位
39岁男性，准备实施“冠状动脉搭桥术”。
这是一台难度较大的心脏手术，需要开胸，
手术创伤大，术后恢复时间长，很多风险无
法预知，术中还要用到体外循环机、自体血
回收机等多个仪器装置，对麻醉医生更是
提出了体力和脑力上的高标准、严要求。

“你还很年轻呢，看着身体也很壮实，
做什么工作的？平时作息是不是不太规
律？”赵亮与患者进行了基本信息核对和简
单的交流，病人紧张的情绪舒缓了很多。
在此期间，他和助手就完成了动脉监测、建
立静脉通道等操作。

伴着超声探头的移动，透过一台可视
化操作系统装置清晰的屏幕，赵亮很快在
患者胳膊上找到了穿刺的最佳点。“近些年
国内麻醉技术发展很快，用十几年时间跨
越了美国40多年的发展史。”这个工作了
20多年的麻醉医生十分感慨，“先进的医
疗设备让麻醉穿刺告别了以往靠‘盲打’的
时代，大大提升了麻醉技术的精准性。”

随着一支麻醉药的注射，患者进入“深
度睡眠”，呼吸插管、静脉穿刺、食道超声等
操作紧跟其后。一个半小时过后，全麻顺利
完成。这时，无影灯亮起，主刀医生和其他
人员开始进入“战斗状态”，麻醉医生则站在
一旁“提供后勤”。赵亮时刻紧盯着监护仪
上实时变化的数据，负责维持患者体征平稳
和内环境稳定，助手吴黎生则在一旁的电脑
前输入麻醉记录单。他告诉记者：“从单子
上看，病人术中哪个时间点出现了突发情
况、用了哪些麻醉药等信息一目了然。”

一开始，患者一切生命体征都在正常
值范围内。突然，随着胸腔打开，心率数值
一下降低，赵亮迅速往注射泵里加了麻醉
药，很快，病人心率又恢复了正常。“术中状况
瞬息万变，心脏手术体现得更为明显，病人
心跳随时会骤停，麻醉医生就要随时应对，
稍不注意患者就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他说。

这样的形容并不夸张。省医手术部C
区是心外科主手术区，每天，这里的手术间
仿佛都在打响一场场“生命保卫战”。因为
有了麻醉医生的默契配合，换来了手术质
量的安全把控，很多高难度手术在这里实
现零的突破。心外科主任医师葛振伟感触
深刻：“麻醉医生就是外科医生的前哨，最
先观察到病情变化并作出及时处理，没有
他们的保驾护航，手术不可能安全顺利做
下来。”

中午 12点 38分，手术即将进入动脉
血管吻合的关键期，赵亮放弃了午饭时间，
继续留守。在此前后，在他的全面统筹管
理下，患者体内生理环境的定期检测、体外
循环机应用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避免
了术中极易引发的多重风险。“外科医生管
病，麻醉医生管命，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
了。除了这些，麻醉医生还要应对各种突
发抢救和急症手术，有时忙起来昼夜连轴
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赵亮说。

高强度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加
上长时间受到麻醉废气、医疗射线照射等，这
些都在侵蚀着麻醉医生的健康。赵亮和同事
们有时互相开玩笑：“每天在忙着冠心病手术，
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累？主要还是病人
多、手术量大、麻醉医生少。省医麻醉科目
前有主治医师以上人员60多名，按照每日
180—200台的手术量及床位比，仍然显得
人手短缺。

傍晚6点 10分，经历了数次一波三折
的危险时刻和紧张有序的切拆缝合，耗时近
10小时的手术顺利结束。赵亮与巡回护士
一路护送患者安全转移至 ICU观察室，与
那里的医生作好交接后，换下手术衣准备回
家。一整天的疲惫并未打消他与家人团聚
的期待，“能在晚上八九点下班已经很幸福
了，赶在儿子睡觉前还能回去陪陪他。”

从早到晚“一站到底”

6月20日上午9点10分，省医手术部一
扇扇自动感应门上亮起“手术中”三个红字，
一个个“浅绿色”身影屏息凝神，开始了新一
天的“战斗”。与手术间里的紧张忙碌相比，
同在一个楼层的麻醉恢复室略显清净，但这
里的医护人员一刻也没闲着，这一天，24名
值班医护人员要负责全院200多台全麻手
术病人的术后复苏。

核对患者信息、整理床位、检查各种监
护仪器……“90后”护士张红妍比正常上班
时间提前30分钟到岗。“上午手术量较大，老
年人、儿童患者居多，对于那些暂时脱离父母
怀抱、疾病尚未痊愈的小家伙，我们要做好充
分的准备。”这个河南首批毕业的麻醉护士，
言语间满是对工作的热情和主动。

“手术结束后，麻醉药物会逐渐代谢而
消失，这个时候患者往往会出现刀口疼痛、
情绪躁动不安等现象，而进入麻醉苏醒期
的患者，还要逐渐恢复自主呼吸、意识和肌
力，如果术后护理措施不当，患者就会出现
呼吸抑制、舌后坠等状况，严重时还会呼吸
暂停。”张红妍说，“恢复室就是麻醉的终
端，延续术后治疗直至病人清醒拔除气管
插管，这台手术才算顺利结束。”

9点 45分，恢复室迎来第一位儿童患
者，一位5个月大的小儿外科手术患儿。与
麻醉医生、巡回护士作了病情交接和物品交

接后，张红妍动作迅速地为病人建立好各项
生命监护，铺垫已经预热好的小被子和暖风
毯，小家伙睡的还很香。张红妍一边给孩子
盖好被子，一边对记者说：“手术中病人的中
心体温很低，用上这种充气式加温装置，可
以有效避免因术中低温造成的术后麻醉复
苏延迟，大大提高了患者的苏醒质量。”

10点 55分，恢复室迎来工作高峰期。
一台台手术结束的患者被陆续推了进来，
18张病床全部占满，而一个小时之前来到
这里的小患者又接二连三地醒来。房间
里，滴滴哒哒的仪器监护声、哭闹声此起彼
伏，这个时候忙坏了医护人员，不但要稳住
大的，还要安慰小的。

“宝宝，醒了吗？”
“小乖乖，看着阿姨，一会儿咱们就找

妈妈。”
发现一个小患者身体出现轻微翻动，

张红妍第一时间跑上前去。看到对方慢慢
睁开了眼睛、恢复了自主呼吸，一同赶到的
麻醉医生为患儿拔出了气管插管。随后，
护士小心翼翼抱起孩子，轻轻拍了拍后背，
轻声细语试着和小家伙对话。

说到哄孩子，这里的医护人员各个都
有“妙招”。麻醉医生齐艳艳也当起了小患
者的“临时妈妈”，一边抱着刚刚醒来的患
儿，一边还不忘巡视其他床位的监护屏。

怀里的小宝贝一直哭闹，她就拿来医用手
套和水笔，迅速扎出一个带笑脸的气球，小
患者拿着爱不释手，哭声也立刻停止了。

而对于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医护人员就
采用书面文字或图画的形式耐心与之交流。

“在恢复室工作，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
都会发生，一忙起来，我的耳朵都能当眼睛
使唤。”齐艳艳说，麻醉可不是打一针让病
人麻倒完事，它贯穿术前评估、术中维持和
术后恢复的全过程。她给记者打了个比
喻，“就好像飞机起飞，相比飞行途中要保
证飞机的安全飞行，起飞、降落两个‘危险
期’的安全保障同样重要，我们的工作就是
要保证患者术后的平稳‘着陆’。”

截至当天下午 5点，恢复室一共接到
183名全麻术后患者，全部顺利度过麻醉
恢复期。忙了一天的张红妍一口水也没顾
得上喝，但是看到一个个患者顺利安稳地
回到了病房，她觉得这样的工作很有收
获。“我们这儿最希望听到的声音，就是患
者醒来后问道，‘手术真的做完了吗，怎么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样的就医体验也一直是医院不断探
索追求的目标。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技
术的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的变化，麻醉的
作用已不仅仅体现在手术治疗上，同时也
很好地带动了无痛胃肠镜、无痛分娩的广

泛开展以及疼痛科室的开设，这也让麻醉
医生从手术室“幕后”走向了门诊“台前”。

“医院，帮你解除痛苦，但并非让你忍受痛
苦而来。”如今，越来越多的麻醉医生正在

“无痛”和“舒适化”医疗上以实际行动为患
者带去全新的就医体验。⑥5

儿童患者的“临时妈妈”

□本报记者 杨万东

随着炎热的夏天到来，青少年和儿童因玩水导致
溺亡的惨痛事件时有发生。6月20日下午，漯河市临
颍县三家店镇的 7名少年相约到周口境内的沙河游
玩，其中1名溺水身亡；6月21日、24日，固始县、鲁山
县也分别有未成年人因游泳失去生命。

据记者了解，与去年同期相比，我省未成年人溺亡
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溺亡事故仍未为零。

频频发生的未成年人溺亡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
钟。6月 19日至 6月 28日，河南省预防未成年人溺
亡专项治理工作办公室组织省综治办、省教育厅、省
公安厅等8个部门和各地市教育局负责人组成9个联
合督查组，对全省开展为期一周的未成年人防溺水专
项督查。

加大预防溺亡工作力度刻不容缓

有资料显示，溺水是我国青少年和儿童非正常死
亡的“头号杀手”。与往年相比，今年我省预防未成年
人溺亡工作力度明显加大。

5月25日，河南省综治委紧急召开预防未成年人
溺亡专项治理工作汇报会。第二天河南省教育厅向全
省下达《关于切实做好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的紧急通
知》。

6月13日，成立河南省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
理工作办公室，组成单位包括河南省综治办、省教育
厅、省公安厅、省水利厅、省住建厅、省民政厅、团省委、
省妇联。

以上两项措施前所未有。而且，往年由河南省教
育厅、省公安厅、省水利厅、省住建厅、省妇联等五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督查的通
知》，今年增加了河南省综治办、省民政厅、团省委等单
位。督查组成员也随之增加，督查时间也比往年提前。

今年督查组督查的内容包括：存在危害未成年人生
命安全的河渠、堤坝、水库、山塘、池塘、水井、工地水坑等
重点水域登记造册，做到底数清、隐患问题明；低龄低年
级段学生，特别是对留守儿童以及外来务工人员、服刑人
员、单亲家庭或父母双亡等对象的未成年子女登记造册
或掌握，做到底数清、监护情况明；重点水域管理责任单
位、责任人、安全巡查人员登记造册，实行定时间、定区
域、定任务、定人员，做到底数清、看护责任明等。

缺乏自救与营救技能是主因

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牛振西，投身
水上救援工作已10多年。他以多次救援的经验说道，

“除了家庭监护缺位之外，缺乏自救与营救技能，是造
成暑期少年儿童溺亡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5月26日起，我省各中小学被要求加大对学生
预防溺水安全教育力度：一是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每周
一上课前、周五放学前对学生分别进行一次预防溺水
的《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教育。二是每个学校都要
立即组织学生开展“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宣誓仪式和
签字仪式，增强广大中小学生防溺水意识。三是充分
发挥学生班、团、队组织作用，要多开展学生喜闻乐见
的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形成学生之间互相教育、自
我教育的良好氛围等措施。

近几年来，我省中小学每月都要召开一次家长会，
对学生家长，尤其是农村学生家长，要求他们切实做
好对孩子的监管责任，做到“六不一会”，即教育孩子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或到水边玩耍嬉戏、不擅自与同
学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
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
泳、不盲目下水施救，孩子要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
求助、报警方法。

河南省教育厅一位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工作要常抓不懈，全社会都应该积
极行动起来，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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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加强在手术间内监测患者生命体征

赵亮为即将实施手术的患者注入麻醉药

齐艳艳在麻醉恢复室安慰刚刚醒来的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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