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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有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们或因早产造成脑瘫，或有视听障碍、智力低下……如此
种种，给每个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隐痛。
在天鹅之城三门峡，有一群医者，用精湛医术和父母般的爱心与耐心精心呵护，伴随
他们成长……
这群医者是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儿童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医护团队。
“他们理应得到全社会关注，得到加倍呵护……”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儿童医院儿童康
复科副主任医师赵雅风说。
12 月 26 日，大河报记者走进三门峡市中心医院，走近儿童康复科医护团队，感受他
们带给这些孩子及家长的温暖力量。

核心提示

满墙红彤彤的锦旗不仅包含着病人的感激之情，
更凝聚着医护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我们和你在一起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儿童康复专业 20 载医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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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术
6 岁的雯雯突然抱住医生，
亲吻了她……
在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儿
童康复科，每天都能遇到被
病痛折磨的孩子，对每个孩
子，医护人员给予最多的身心
照护。
2015 年，
6 岁女孩雯雯因
重度一氧化碳中毒收治儿童康
复科。
“当时孩子神志不清，反
应迟钝，四肢僵硬，吞咽功能
丧失。”赵雅风说，面对焦灼
不安的家长和病情危重的雯
雯，医护人员一边耐心安抚，
一边陪着雯雯开始一项项康
复训练。一次查房中，突然
抱住治疗师李乐亲吻了她。
6 岁的雯雯这个动作，6 岁的
雯雯如此感恩，令赵雅风和
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掉下欣慰
的泪水。如今雯雯早已康
复，这个美丽的瞬间也被记
录下来，成为医护团队不懈

不断精进康复技术，只为呵护患儿健康。

历程

三门峡地区首家儿童康复机构，
20 年累计救助患儿上万人次

2008 年，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儿
童康复科收治了一位特殊的孩子妞
妞。
“ 妞 妞 是 早 产 儿 ，出 生 时 只 有
700g，体重不足正常孩子的四分之
一。”儿童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赵雅风
介绍，700g 属于超低出生体重儿，
也是当时医院接生体重最小的孩
子。因身体各脏器发育不成熟，出
现呼吸暂停、窒息等症状。
因为预后难以估计，家长已放
弃治疗，但时任新生儿科的主任张
君平没有放弃，带领她的医护团队
全力以赴，积极救治。妞妞各项指
标稳定后，儿童康复科主任宁秀琴
医护团队立即开始了早期康复介入
治疗，定期康复评估，妞妞在三门峡
市儿童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
下，十个月后各项指标评估达到正
常儿童发育水平。如今妞妞已上小
学，智力和体格发育良好。更让大
家惊喜的是，2015 年妞妞参加三门
峡市中心医院组织的“三甲杯”绘画
大赛中还获了奖。
其实，像妞妞一样从这里康复
出院的孩子还有很多。这康复的背
后，是儿科医者的全力救治和不言
放弃。
因早产、缺氧、脑部发育不健全
等问题，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之路
显得格外艰难。患儿家长四处求
医，给家庭和孩子都带来巨大精神

痛苦和经济负担。
1998 年 ，三 门 峡 市 中 心 医 院
在三门峡地区率先成立儿童康复
专 业 ，只 为 更 好 救 助 这 群 特 殊 的
孩子。
2006 年，在学科带头人宁秀琴
的带领下创建儿童康复病区，成为
三门峡地区首家开设的治疗项目
全、收治病种广、疗效显著的公立儿
童康复机构。
寻找康复治疗场地、购置医疗
康复器械、培训组建医护团队……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儿童康复科迅速
成长起来。科室成立之初仅有 7 人
的医护团队，发展到如今的 28 人团
队，日均照护康复患儿 80 余名。精
湛的专业技术和父母般的细心呵
护，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信赖，20 年
累计救助患儿上万人次。
2013 年，儿童康复科成为三门
峡市重点专科。
2015 年，被三门峡市残联授予
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定点
康复机构。
2017 年，先后与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河南省儿童医院结为医疗联盟
单位。
作为妇幼康复联盟单位，在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技术
交流、运营管理等领域与省级专科
医院资源共享。

前行的精神动力。
2013 年，两岁男孩皓皓
在家玩耍时不慎掉入 20 米深
枯井，随后出现昏迷，枕部渗
血等症状，
经儿科重症监护室
治疗，
病情稳定后转入康复治
疗，
当时皓皓仍处昏迷中。
儿童康复科的医护团队
没有放弃，开始一步步的康
复治疗。给予营养脑细胞药
物输注，开始口腔功能、言语
及认知功能训练……经过两
年多的治疗，出院时皓皓已
能简单唱儿歌，家长很满意。
“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
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
很多孩
子都从这里开启新的生活。”
赵雅风介绍，
目前三门峡市中
心医院儿童康复科针对 0-6
岁的小儿脑瘫、脑损伤、缺氧
缺血性脑病恢复期、智力低

下、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言语
障碍、孤独症、脑炎恢复期、脑
积水恢复期、脑外伤恢复期、
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及精神
运动发育迟滞等疾病，
都能开
展康复诊疗与综合训练。
为让孩子得到更专业的
康复训练，科室开设感觉统
合训练、引导式教育、运动功
能训练、水疗、中药熏蒸、针
灸及穴位注射、蜡疗、推拿按
摩、言语与吞咽障碍训练、认
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手功
能训练、听觉障碍训练、物理
电刺激治疗及婴幼儿早期教
育等项目，极大满足 0-6 岁
脑瘫患儿的综合康复需求。
“有足够的爱心，还需有
精湛的专业技能，才能更好
呵护这群特殊的孩子。”赵雅
风说。

爱心
让每个患儿都能得到全程呵护，
是儿童康复科团队的美好追求
康复治疗和训练是个漫
长的过程，
需要耐力和财力做
支撑，
部分家庭不能及时就诊
的原因，除了怕治不好，还怕
治不起。
为解决家长“治不起”的
后顾之忧，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儿童康复科积极努力，
积极申
报，2015 年，三门峡市中心医
院儿童康复科被三门峡市残联
授予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工程定点康复机构，
正式承担
起三门峡市 0-6 岁脑瘫儿童
康复救治工作。该项目获得政
府、
残联、
财政等多部门大力支
持，
每位患儿报名申请救助名

额后，
可获得每年 12000 元的
康复救助补贴，可满足 6-10
个月的康复治疗费用。
同年，三门峡市中心医
院儿童康复科成立了专门救
治小组，
与残联合作，
对全市脑
瘫儿筛查注册。医护人员走村
进户，
利用宣传彩页、
口传面授
等形式，
向家长普及宣传早期
干预康复治疗的重要意义，
最
大限度让每个患儿及时接受早
期康复干预治疗。
其实，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儿童康复科为这群特殊的孩
子付出，
还远不止这些……
让每个特殊孩子都能得

到全程闭环式关爱与呵护，
是
儿童康复科团队的美好追求。
架起医院和家庭联系的
桥梁，建立回访机制，对出院
后的孩子定期回访，登记备
档，
督促指导家庭康复锻炼。
“每次孩子离开医院时，
我们都会再三叮嘱，确保孩
子出院在家时也能得到科学
的康复锻炼。教会家长，也
就给孩子多一重的健康保
障。”赵雅风介绍，除了教会
家长基本的康复技能，医护
人员还会叮嘱家长将孩子的
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游
戏中，
以达到更好效果。

提醒
宝宝出现这些症状，
需及时就诊
“如果 1 岁以内的孩子出
现不注意人脸，不会抬头，表
情 呆 板 ，眼 不 追 物 ，不 会 翻
身、出现下肢交叉现象等症
状，家长需要高度重视，及时
到正规的儿童康复医疗机构
进行早期干预和治疗。”
赵雅风提醒，
婴幼儿发育
期间最常见运动发育迟缓、语
言发育迟缓、智力发育迟缓等

问题。对新生儿来说，
发现时
间最好是在半岁前，
这也是最
佳治疗时期。若等孩子长大
了才注意到，
康复起来就比较
困难。
”
赵雅风说，
儿童康复除了促进孩子
脑部发育外，还可以纠正孩
子的一些异常姿势，包括孩
子走路姿势异常，或脖子老
往一侧歪等症状。

此外需要提醒家长的
是，康复训练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长期、系统的治疗，需要
医护人员全情付出，家长的
积极配合与强大信心尤为重
要。根据康复治疗计划，在
家里积极配合医务人员的指
导进行康复，不仅起到安抚
孩子情绪的作用，还能增进
亲子关系，提高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