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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苦练长本领

“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一个完整
的节假日，只要电话一响，立马往医院
赶。每天晚上，我陪女儿睡下之后，他
便打开电脑、书本，搜索国内外最新的
学术动态，关注疾病的最新治疗方法。”
3月30日，王结实的妻子蔡丽伟说。

2000 年，王结实在解放军第二军
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进修，一年后被评
为“优秀进修生”。进修结束回到平顶
山，在全市率先尝试“捆绑式胰肠吻合
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技术复杂、难
度大、切除脏器多、风险髙，采用“捆绑
式胰肠吻合术”术式，能极大降低胰漏
的发生率，提高手术安全性。目前，他
们科室开展的200余例“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无一例发生胰肠吻合口漏。

随着腹腔镜手术的发展，微创概念
越来越普及。2010年，王结实到南方医
院专修腹腔镜，3个月的时间，在实验室
内练习专业技能，在临床上观摩手术演
示。学习结束后，在平顶山率先开展了

“腹腔镜胃癌及结直肠癌根治术”等手术。
“每次进他办公室，只要他闲着，电

脑屏幕上一定是他之前做手术的视
频。”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三科护
士长高春玲透露，王结实会把每一例手
术全程录像，术后反复观看、琢磨。

“有的视频看了十几遍，才能找到
哪一点操作还不到位。只有常反思、常
总结，才能提高操作水平，缩短手术时
间，让患者受益。”王结实说，除了看自
己的视频，每次出去学习都要背着摄像
机，把观摩过程拍下来回来反复看。

勤学苦练，方能卓越。
从医以来，王结实过着苦行僧般的

生活，一刻也没有停止学习、停止钻研，
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20余篇，取得市级科技进步奖3
项，并创造了多个全市领先。

——科室开展的腹腔镜胃癌及结
直肠癌根治术，无论在手术例数或手术
质量上均处于该市领先地位，并达到了
省级先进水平。

——多次参加国内的腹腔镜疝修

补术学习班，全市率先开展腹腔镜疝修
补术，减小了患者的创伤，缩短了住院
时间，造福了广大疝病患者。

——在平顶山率先开展单纯肥胖
症的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及肥胖合 2
型糖尿病的腹腔镜胃旁路手术，使肥胖
及肥胖合并Ⅱ型糖尿病患者获得了新生。

——在直肠癌根治术的Mile’s术
式上，在全市率先开展了腹膜外造口
术，极大降低了造口旁疝的发生率。

…………
王结实的艰苦付出获得了广大患

者的认可，也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
2015年，被原省卫生计生委党组评为

“中原健康好卫士”；2018年，被中共河
南省委宣传部授予“河南省岗位学雷锋
标兵”。此外，还多次获得平顶山市“先
进个人”“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廉洁行医树德风

2017 年夏天，一幅医生跪地做手
术的照片在朋友圈流传开来，网友纷纷
点赞，称其为“最美医师”。“当时是因为
患者病情特殊，情急之下我就跪在地上
开展手术，大概是做了 2个小时，手术
做完已经站不起来了。”王结实说，“从
没想会‘出名’，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无德不行医”是王结实的座右铭，
也是他从医以来的真实写照。

25年来，他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

于解除患者病痛和挽救生命中，他做过
无数台手术，救活了无数的患者，却从没
接受过患者一次红包、礼品、宴请，当病
人们谈起王结实，都忍不住要称赞两句。

2012 年，他们科室接收了一位胃
癌病人，家属在手术前忐忑不安，非要
送上一个红包。为了安慰患者家属，王
结实就暂时收下了，但在患者出院前，
又把红包还了回去。高春玲说：“这样
的事情，我见过无数次。别说送红包
了，连一面锦旗都不让送。”

多年来，王结实不仅自己廉洁行
医，同时教育和要求全科医护人员，不
能拿病人一分一厘。多年来，该科室连
续被医院评为先进科室、和谐科室。

“患者家里有一位重病人，就等于降临
了一场灾难。给我们送红包、请吃饭，表
面上心甘情愿，实际是出于无奈。我们
一定不能丢掉自己的良心。”科室医生盛
俭云说，“王主任经常这样教导我们，更
是做给我们看，我们当然要跟着榜样走。”

医者仁心，不仅要减轻患者病痛，
还要减轻患者负担。“王主任为了病人
既能看好病，还要少花钱，是用尽了心
思。”盛俭云说。

王结实为科室制定了管理条例：在
保证疗效的前提下，禁止使用价格昂贵
的药物，医保病人用药，有甲类的不用
乙类，有乙类的不用自费药物；对抗生
素的使用规定，无菌手术不使用抗生

素，对胃肠道肿瘤手术患者，抗生素使
用不超过 3天……这些规定从根本上
杜绝了过高的医疗费。

在日常工作中，他要求科室里的每位
医生都要熟悉和记住常用药品的价格，针
对患者的不同情况慎重制订治疗方案，
并且要提前告知患者正常情况下所需的
费用、出现支持治疗等特殊情况可能产
生的费用、需要准备的总费用等细节。

一些肿瘤病人，出院后需要定期复
查，王结实总是在患者出院前把他的电
话号码留给他们，以方便他们出院后咨
询病情，并叮嘱患者，复查时不要挂号，
直接找他就可以。“病人找我们看病，是信
任我们，我们要用最大的善良对待他们。”

一片冰心在杏林

3月5日，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
三科要开展一例风险较大的手术，其他
医院都不愿承担这份高危风险：老人孙
守业，86岁，患有脑萎缩、直肠癌。上午
8：30，老人被推进手术室行腹腔镜直肠
癌根治术，手术开始后，在进行腹腔镜探
查的过程中发现回肠与直肠黏连严重。

“出现这种情况，最安全的方法是
中转开腹手术。但是，老人年龄大，一
旦行开腹手术，术后出现肺部并发症的
危险性急剧增加，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如果用腹腔镜剥离粘连则是‘绣花功
夫’，会大大延长手术时间，对我也是极

大的考验。”王结实回忆说，当时面临选
择，也曾犹豫不决，但选择了后者。

于是，正常情况下上午 12点钟就
可以结束的手术，老人的家属一直在手
术室外等到了下午将近 2点钟。“王医
生出来时第一句话是‘手术很成功’，让
我们几兄妹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说着，
孙守业的大儿子孙鸿恩又流下眼泪。

“手术结束时，我心里也是巨石落
地。”王结实感叹道，“我是个医生，除了
做手术，别的啥也不会，人家到了难处，
我怎能置之不理？”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5
年来，王结实从来不筛选病人，始终坚持

“病人的安全高于一切”的原则，无论白
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只要病人需要，
他都能及时来到病床前。“一定要换位思
考，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给他们最
好的服务。”是他对科室人员的要求。

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2017年，王
结实所在科室和宝丰县中医院结成了友
好合作科室，无论天气多么恶劣，每周三
都按时到达宝丰县中医院，参与门诊、查
房、病案讨论及手术，传授工作经验，获
得了宝丰县中医院医护人员的一致好评。

除了治病救人，王结实还经常带着
科室人员宣传健康知识，呼吁群众重视
疾病预防。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及2型
糖尿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由此引起的
失明、肾功能衰竭、冠心病等并发症给
患者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在患者少的
时候，他会抽时间和同事们自带宣传材
料，到全市宣教肥胖及糖尿病的预防。

袖状胃切除及胃旁路手术，是目前
可治愈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方法，但广
大患者对其接受度较低。如果遇上患
者，王结实则耐心讲述手术治疗的优越
性，尽最大的努力，解除患者病痛。

在历史的长河中，25年只是短暂的
一瞬。王结实把这青春，全部奉献给了医
学和患者。他啥也不会，只会看病、做手
术；他啥也不热爱，只爱自己的手术台。
内心里装满了善良与责任，头脑里装满
了智慧与才华，一心一意为解决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医者仁心，恰如其分。

满“腹”医术 一“腔”仁心
——记河南省首届“医德医风模范”、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三科主任王结实

“今天感觉好点没，腹部还胀
不胀？”“这恢复得不错，再过两天
就可以出院了”“注意饮食，手术后
要清淡。”3月30日，在平顶山市第
一人民医院普外三科住院病房，科
主任王结实正在带着医生查房。

1993 年，王结实从原河南医
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之后一直
在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从事临
床工作，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取
得市级科技进步奖3项。

他在平顶山市率先开展“捆绑
式胰肠吻合术”“腹膜外造口术”，
目前他所在科室开展的“腹腔镜胃
癌及结直肠癌根治术”，无论在手
术例数或手术质量上均处于该市
领先地位，并达到了省级先进水
平。其在全市率先开展的“单纯肥
胖症的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及肥
胖合Ⅱ型糖尿病的腹腔镜胃旁路
手术”，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本报记者 闫良生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聚焦专科苦钻研

“聚焦糖尿病足，造福一方百姓”。马立人
的医生办公室里，国医大师唐祖宣的书法题词
格外醒目。

近年来，血管疾病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主
要疾病之一，但外周血管疾病仍不被了解，众
多患者求医无门，屡见不鲜的误诊、误治导致
不必要的截肢、致残及其他严重并发症，给患
者生理及心理造成双重打击。

为了掌握糖尿病足及慢性创面治疗领域
的前沿技术，马立人经常利用周末及下午下
班时间，自己驾车到郑州各大医院观摩参观
手术，向专家请教，有时一熬就是通宵，第二
天再赶回医院参加查房手术，因为这里有几
十位患者牵着他的心，他也因此赢得的病人
的信任，自己却患上了顽固的偏头痛，经常需
要服用止痛片来缓解疼痛。

2001年，马立人入选河南省第一届继承型
高级中医人才培训班，师从崔公让教授，悉心
学习传统中医，为周围血管疾病中医临床进展
和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0年，马立人率领团队创立了平顶山
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在他的奋勇创新下，
该市中医医院多次实现地区内血管外科技术
零的突破，其技术成果在全市、全省周围血管
外科，尤其是糖尿病足与慢性创面领域独树
一帜。马立人连续主持召开八届平顶山市血
管论坛及三届中原糖尿病足论坛，确立了平
顶山市中医医院在河南省治疗糖尿病足及创
面的领军地位。

马立人多次应邀参加澳门国际血管论坛、
东京国际血管学术会议，并就中西医结合治疗
糖尿病足作了专题发言，为传统中医药发声，得
到了日本、以色列等国的专家认可和赞誉。

2017年，他牵头成立了“平顶山市糖尿病
足与创面诊疗中心”，改进传统中药膏、丸、
酊、散等剂型，采用传统中医技术（生肌玉红
膏）、以色列创面技术、现代负压吸引等技术
治疗慢性创面，在国内率先开展“中药灌洗负
压联合生肌玉红膏治疗糖尿病足”，使慢性创
面得到了快速愈合，糖尿病足病的截肢率从
原来的 30%降低到 6%以下。同年，他被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评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填补了平顶山没有国
家级名老中医的空白。

2019年，科室成立了“平顶山市周围血管

疾病（糖尿病足与创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科室成立的“中以合作平顶山市糖尿病足与创
面治疗培训中心”，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情牵患者祛疾苦

随着越来越多基层慢性创面患者和糖尿
病足群体的就诊，马立人意识到外周血管疾病
有效医治的紧迫性，他许下承诺，要终生为基
层群众的外周血管疾病奉献力量，并在全市率
先启动了糖尿病足与创面的防控工作。

2012年，马立人率先在国内开展“糖尿病足
筛查走基层”活动。2015年，马立人团队以其突
出成果荣获中国微循环学会“年度突出贡献奖”。
2016年，在国际血管论坛上，马立人关于“糖尿病
足筛查走基层”的工作汇报，受到了与会国内外
专家的一致好评，汪忠镐、詹启敏、付小兵院士
均对马立人多年工作给予高度认可，并对基层
糖尿病足筛查、诊疗和宣教工作表示肯定。

为了进一步规范周围血管疾病的诊疗工
作，推动学科发展，2012年，基于“糖尿病足筛
查走基层”活动的亲身经历和总结，马立人组
织召开了首届平顶山血管论坛和中原血管医
师高峰论坛，开启了“基层筛查+高端学术论
坛”的发展模式，联合众多省内外周围血管专
科，汇聚出中原地区周围血管疾病诊治的强大
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我省乃至全国糖尿病足医
疗专业的发展。

德艺双馨讲奉献

在一线工作三十多年，马立人一直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坚持每天早上七点到医院巡视，
风雨无阻。即使腰疾缠身，也坚持带伤手术，
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团队树立了“始终把患者

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理念。
技术赢口碑，专业铸品牌，平顶山市中医

医院周围血管科因此获得了同行和患者的认
可，不少外地患者慕名赶来求医。

赵老先生因被铁钉扎伤右小腿，创口出现
感染，不断溃破流脓，长久不愈，多家医院诊断
下来，老人被告知组织坏死，需要截肢。入院
时情况不容乐观，但是马立人不愿放弃，为老
人苦苦寻找治疗方法。

利用省级学术论坛召开间隙，马立人求教
以色列医学博士、我国“引智项目”的高级外国
专家莫瑞斯·托帕兹教授，并邀请他到科室进
行技术交流。当晚11时，托帕兹教授赶到平顶
山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为老人制订了“牵
张灌洗负压+给氧治疗”的方案。交流结束，马
立人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一点。

次日上午，托帕兹教授推迟行程安排，和马
立人一起，共同为赵老先生实施了手术。术后，
创面面积缩减至1/3，经过5天的治疗和再次牵
拉，创面缩减至入院时的1/10。老人保肢成功！

这样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为了让更多
的基层糖尿病足和慢性创面患者得到医治，马
立人将治疗经验融会贯通、综合整理，不断推
广到中原糖尿病足联盟单位。

“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德不近佛者不可
为医。”

由于医学贡献，马立人被评为平顶山市第
九批、第十一批科技拔尖人才，并先后获得平
顶山市卫生系统职业道德先进个人、市职工一
线技术英杰、市科协全市先进工作者、市创新
争光奖及平顶山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面
对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患
者认可才是真正的荣誉。”

双手捧起“糖足” 一心情念“创面”
——记河南省首届“医德医风标兵”、平顶山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马立人

马立人，国家级名老中医崔公
让的学术传承人，2017年被评为第
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工作指导老师；他致力于传统中
医临床研究30余载，并将其应用于
现代医学的发展，创立了平顶山市
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打造了该市
首家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专科；他
重视临床、钻研学术，历时 5年，将
科室打造为河南省中医重点专科。

2014年，马立人荣任“河南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分会糖尿
病足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2017
年荣获“中原糖尿病足联盟执行理
事长”；2018年荣任“国际血管联盟
（IUA）河南分部糖尿病足与创面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荣任“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疡科分会常委及中国
康复医学会基层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成为平顶山市第一个省级三级
学会主委及国家级三级学会主委。

□本报记者 闫良生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李德江院长和以色列托帕斯教授签约仪式

陆树良（右一）、李德江（中）、马立人（左一）在授牌仪式上

平顶山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医护团队 马立人教授和托帕斯教授联合开展国际手术

夏照帆院士给马立人教授颁奖

马立人教授在亚太血管学术
联盟大会上做主题发言

王结实采用腹腔镜技术进行精准
地手术操作

王结实带领团队深入基层为群众开展义诊活动王结实认真地为患者家属介绍病情和诊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