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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病人

昨日，记者来到该医院门
诊，刘洪波正在接诊。只见他
神情专注，认真地听病人述说
病情后，轻轻地说一声：“我帮
你检查一下好吗？”并不厌其
烦地和患者解释着病情，鼓励
患者对治疗建立起信心.

刘洪波告诉记者，他从医
27年，面对的大多都是肿瘤患
者，这更需要我们去耐心地倾
听患者的病情，让病人树立信
心。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更注
重心理康复，视患者如亲人，这
是刘洪波主任的一贯追求。大
多时间都在医院，让刘洪波失去
了很多和家人相聚的时光，母亲
生病住院两个月，他没能陪伴
母亲身边。他说，一切为了病
人，为了工作，家人会理解的。

医术可治病 爱心可疗伤

刘洪波介绍，一位患者的儿
子找到他，激动地说：“经过您的
治疗，父亲已经多活好多年了，
过几天就是老人的七十大寿，我

们全家邀请您参加。”一位肝癌
患者，预测只有3个月到半年的
生存期，经过刘洪波应用综合治
疗的手段，微创消融等治疗，目
前已经存活12年。患者仍快乐
地生活着、工作着。

多年来，刘洪波从死亡线上
救回了无数癌症病人。采访中，
刘洪波说得最多的就是，我是一
名医生，我要尽一切所能帮助我
的病人，医术可治病，爱心可疗
伤。“没有刘主任早就没我啦，经
过综合治疗后，他鼓励我像正常
人一样工作生活，还定期回访询
问，了解我近期的身体状况。”一
位患者说，“他不仅仅治疗我身
体上的疾患，更重要的是他给了
我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正由于秉承了这种精神，
患者给予刘洪波最高的荣誉：刘
主任，是值得托付生命的人。

病人值得信赖的医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肿瘤
放疗科的病人，几乎都是肿瘤患
者，很多刘洪波诊治过获得长期
生存的老患者经常来看望他，有

时就是患了普通的感冒，也过来
找刘洪波，用他们的话说：“刘主
任医术高超，我们的命都是他拉
回来的，只要他看过了说没事，
我们才放心得下，他是我们最信
赖的医生和朋友！”

行医中，刘洪波力求让病
人得到最大化的治疗、最少的
花费，特别是对贫困患者，他
站在患者的角度合理诊治，合
理用药，深得患者的爱戴，多
年来患者为感谢他赠送的锦
旗和牌匾不计其数。

作为科室主任，他还严格
要求科室的医生按照三合一规
去操作，能不检查的项目，绝不
检查，能用便宜的国产药，就坚
决不用昂贵的进口药，始终坚
持能口服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
输液，临床治疗措施，充分有效
地利用本科室的放疗设备，按照
肿瘤治疗规范合理为病人制定
精准治疗计划，绝不给病人过
度治疗或不适当的治疗。

针尖上的舞者

肿瘤患者的确诊和精准

治疗，依赖于精准的诊断，精
准的诊断依赖于精准的病理诊
断，准确的病理诊断依赖于准
确的病理取材。在外科和腔镜
不易获得病理检材时，经皮穿
刺取材尤为重要，CT或超声引
导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取病理成
为肿瘤科医生的常用手段。临
床刘洪波主任在肿瘤的精准穿
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头
颈部的、甲状腺的、纵隔的、心脏
旁的、大血管旁的、肝脏的、胰腺
的、肾脏的、盆腔的等，几乎没有
穿刺禁区。刘洪波主任都能够
准确穿刺活检，获得满意的检
材，为肿瘤的诊断立下汗马功
劳，被患者称为神穿，针尖上的
舞者。

55岁的张某，有抽烟史，
肺部占位曾经去省会多家三
级医院行CT引导下穿刺，均
提示增生，无明确诊断为肺
癌，一个月前到一大医院行脑
瘤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诊断为
转移瘤，原发部位不明确。为
进一步诊治，张某以右下肺占
位，脑瘤术后被收入驻马店市
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
刘洪波主任详细了解病史，仔
细观察胸部CT片子后，考虑
为肺癌，鳞癌可能性更大，立
即决定行穿刺活检。患者家
属表示怀疑，“我们在三家大
医院都做了穿刺，每次穿刺都
要1个多小时，都没能找到肿
瘤细胞，你们能找到吗？”

刘洪波主任经过耐心的
解释，并多次与患者家属沟
通，患者最终同意行穿刺活
检。在CT室的精准定位下，
刘洪波快速地为患者完成了
肺穿刺活检，总共取出7块活
体组织，从患者进入CT室到
穿刺完成耗时8分钟，当患者
走出CT室的一瞬间，患者家属
惊讶了，一脸懵懂地看着刘洪
波主任的脸说：“这么快？穿刺
成功了没有？”刘洪波主任拿着
CT定位结果告诉患者，穿刺
很成功。3天以后病理报告出

来了，确诊患者得的是肺鳞
癌，成功找到疾病元凶。针对
患者的病情，肿瘤放疗科积极
组织专家会诊，并制定了详细
的治疗方案。患者家属感动
地说：“在多家大医院没有确
诊，在你们医院找到了病因，
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

和谐医患关系
“辐射”正能量

刘洪波介绍，一位肺占位
患者，其他医院4次穿刺都没
有明确诊断，给治疗带来了很
大麻烦。患者抱着试试看的
心理来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
院肿瘤放疗科，刘洪波仔细研
究病情，决定再次活检取病
理。一开始患者及其家属不
相信，“我们取了4次活检了，
都没有取出来，你这里能行
吗？”经过刘洪波耐心的解释，
最终同意穿刺活检，最终患者
得到确诊，并得到了及时的治
疗，现在仍然健康地生活着。

当看到一个个从失望走
向希望的患者，刘洪波也被他
们的精神所感染。刘洪波说：

“他们与癌症搏斗的过程也激
励着我们医生不断地充实自
己的医学知识，改进医疗技
术，为患者带去更多的福音。
当患者通过自己的治疗，露出
了笑容，是给自己最大的褒
奖，病人来找我治疗是把生命
托付给我，是对我最大的信
任，我必须全力以赴。”

在行医中，很多患者经过
治疗后，和刘洪波成了朋友。
拥有这么多的患者朋友是刘
洪波最开心的事儿。

办公室里一本本获奖证
书，患者一句句感谢的话语，
继续激励着刘洪波不断努
力。在他的带领下，该科充满
了生机和活力，全科医护人员
齐心协力，病人的治愈率逐年
上升，把科室的肿瘤放疗专长
发挥到了极致。

本报驻马店讯 日前，劫后
余生的患者王女士把一面锦旗
送到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妇
产科三病区，感谢医务人员把
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29岁的王女士，因“失血
性休克、宫外孕”，于10月3日
深夜11时被急诊收治驻马店
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三病
区。患者入院时，一般情况差，
意识模糊，表情淡漠，生命体征
极不稳定，值班医生在采取快
速输液、吸氧等急救措施基础
上，立即请科室主任徐剀会诊，
商讨下一步处理方案。经检

查 ，发 现 患 者 腹 腔 内 有
3000ml 左右积血，病人急需
输血；更让人揪心的是，患者为
B型RH阴性血型，俗称“熊猫
血”，属于稀有血型。

情况万分火急，了解到王
女士为罕见的“B型RH阴性
血”，输血科立即联系血库协调
用血，而该血型在驻马店市范
围内紧缺，正常情况下需3天
才能调配到位，可王女士失血
量大，如果不能及时输血将难
以度过危险期。

当时，患者血压迅速下降，
出现意识不清等失血性休克症

状。“时间就是生命，抢救刻不
容缓”，医院立即开通危重病人
绿色通道，妇产科、手术室、血
液科、检验科等科室迅速到位。

危急时刻，王女士第一时
间被送进了手术室，术中发现
子宫充血，左侧输卵管壶腹部
见一大小约0.5cm×0.4cm破
口，活动性出血，且腹腔内有大
量不凝血、血凝块。

生死时刻，血库无血，但又
不能坐以待毙，考虑到该患者
出血时间不长，符合回输血指
征，徐剀主任当机立断考虑采
用回收式自体输血的方法，用

特殊的设备将患者流失于腹腔
内的血液经收集、过滤、分离、
清洗、净化再次输入患者体内，
在无血源的情况下，回收血液
达1500ml，相当于输入8个单
位 的 红 细 胞 ，同 时 又 输 入
600ml血浆。

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手
术室，所有医护人员有条不紊，
沉着应战，各自守护好自己的
阵地，性命攸关时刻，为抢救患
者行左侧输卵管切除术，手术
顺利，各残端无出渗血，

经过抗休克、血液回输、手
术治疗等近三个小时的抢救，

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渐稳定，病
人面色渐转红润，血压脉搏趋
于平稳，大家紧绷的弦才松了
下来，患者被送入ICU继续进
行观察治疗。

救死扶伤，让命垂一线的
病患重获生机，创造生命奇迹
已不再是新闻。但在这场生命
的接力赛中，依靠的不仅仅是
医生们的精湛技术，更是医院
各科室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
医护人员怀着对生命最强烈的
敬畏和尊重，齐心协力将生命
的热度传递，把救死扶伤的职
责履行到了极致。

为肿瘤患者点燃新希望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刘洪波侧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李明华 邢小宝 文图

“来求医的病人把生命都
交给了我们。我们必须以最
快的速度、最小的损伤、最少
的痛苦、最好的效果、最低的费
用为病人解除病痛。”凡是找驻
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
科刘洪波看病的患者，几乎人
人都对他的这种职业理念和操
守感受至深。

刘洪波从医近30年，现
任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肿
瘤放疗科主任，拥有省抗癌协
会肿瘤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委员、省微创介入学会
第一届委员、市抗癌协会副主
任委员、市中西结合协会副主
任委员等头衔。他说，他最珍
视的，却是医生这个称号，以
及被无数患者看做“值得托付
生命的人”。

刘洪波主任正在分析患者的检查结果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多学科协同，抢救“熊猫血”患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李明华 邢小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