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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
卫健视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杜鹃花开杜鹃花开杜鹃花开

杏林丹心 守护生命
——记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杨金荣

参与“小血滴的旅程”
传播无偿献血理念

本报讯（通讯员南 群）家住
宜城街道的吴福生已有89岁高
龄，今年因 施 治 直 肠 癌 根 治
术+回肠造口术、小肠造口回
纳术，两次在市第三人民医院
住院。该院医护人员给予患
者精心救治，为其早日康复送
上了“暖实力”。

今年3月，因身体出现腹胀、
大便难排泄等情况，吴福生到该
院外科门诊就诊，经初步诊断，主
治医生沈一辰开出了需住院做手
术治疗的处方。了解到自己的病
情，吴福生面露焦虑地问：“我这
么大年纪还能做手术治疗吗？”沈
一辰医生面带微笑地向患者讲述
了病灶产生和形成的原因，介绍
先进治疗办法，吴福生面色终于

“多云转晴”，心情平稳地办妥了
入住四病区病房的住院手续。

对于大部分病人而言，术
前都会产生恐惧症。该院副院
长、主刀医生吕旭深谙患者术
前心理变化，专门抽出时间进
病房，与吴福生进行长聊。在
聊天中，吕旭不仅深入进行心
理疏导与安慰，且为其进行直

肠指检，并解释了手术原理、方
案以及术后注意事项。让患者
更放心配合医疗。次日，吴福生
直肠癌切除术顺利完成。8月
初，吕旭为吴福生进行小肠造口
回纳术，本着时刻为病人着想
的想法，他主动跟相关科室沟
通联系，将检查到手术环节安
排在一天内完成。

吴解南作为患者儿子，在
该院经历了两次陪护，所见所
闻，让他深深感悟到：做好患者
的护理不仅可以给病人力量，
也是医患和谐的一剂良药。其
父亲怕打针，记得有一次，潘佳
承护师为其父亲换留置针时，单
膝跪地操作“一针见血”，从此以
后只要穿换“针”事，潘佳承护师
都会前来，住在同病房内的其他
患者和亲属纷纷为其点赞，称她
是“最美跪护护士”。吴解南在
该院深深地感受到“不简单”“不
平凡”，白衣天使用精湛的医
术、切实的行动和为民的情怀，
守护着患者的健康，连连为医
护人员点赞。

日前，市第四人民医院内科、普外科、妇科、眼科、超声科、中
医科等科室组成医疗团队，将义诊送到宜城街道曲坊社区家门
口，为老百姓免费诊治、宣传健康知识，字字句句都让老百姓感到
很贴心。本次义诊人数多达100人，义诊现场，该院医护人员为大
家提供测量血压、检测血糖、检查诊断、健康宣教等服务。

（通讯员 叶博艺 摄）

本报讯（通讯员盛 开/文 董
赟/摄）日前，市红十字会血站举
办了“小血滴的旅程”暑期新时
代文明实践特别活动，50名小朋
友在家长陪同下走进血站业务
大楼，全方位了解血站采供血的
运作，感受血液的神奇旅程。

此次活动包含三个环节，
分为献血小课堂、献血实景课、
业务科室参观。小朋友们在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观看了无偿献
血宣传片，了解了无偿献血的
重要性。在课堂上，小朋友们
知晓了血型的种类、哪些人可
以无偿献血、无偿献血用到哪
里，以及国家为保障无偿献血
者出台的相关政策等。在实景
献血中，工作人员向小朋友们
展示了血型版、相关试剂，并且

与无偿献血者有零距离的接触
和交流，让小朋友们进一步了
解到血液是如何采集的。随着
一袋血的产生，小朋友们先后参
观了机采室、成分制备室、检验
科和血库。在成分制备室，小朋
友们围着血液制备的仪器，在高
速分离出来的血液袋拿出来时，
纷纷表示好奇，不时发出疑问，
工作人员一一进行解答，并现场
操作展示。最后，小朋友们跟
着一袋血来到了血库，智能化
血库是血站的一大亮点，血库
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如何取血和
放置血液。

本次活动将无偿献血的理
念注入小朋友心中，增强血站工
作透明度，更好地推动我市无偿
献血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刁丽莉）“我的
肚子痛明显减轻了，终于又睡上了
一个好觉……”在市肿瘤医院内二
科，一位肺癌晚期患者做完碘125
粒子植入术后，发出了激动的感慨。

67岁的张某，肺癌晚期伴腹腔
淋巴结、骨等多处转移，因腹腔淋
巴结转移致腹痛明显，于2019年5
月针对性行放射治疗配合全身化
疗后症状好转。6个月后，再次因
胰腺周围淋巴结转移导致剧烈疼
痛，转移灶直径约30mm，依靠羟考
酮止痛，使用剂量达到 200mg/
12h，仍日夜受疼痛煎熬。由于此
部位放疗可能会导致肠道水肿，故
转到该院内二科行碘125粒子植入
术，一周后疼痛明显好转，羟考酮
用量减至80mg/12h即可达到良好
止痛效果，两个月后复查显示转移

灶最大直径为26mm。近日，患者
因右下腹疼痛明显，检查后再次行
碘125粒子植入术，术后三天疼痛
即明显缓解。

据介绍，碘125粒子植入术属
于放射治疗范畴，是根据术前系统
计划，通过CT引导技术将放射性
粒子植入肿瘤体内，微型放射源发
出持续、短距离的放射线，使瘤体
缩小甚至精确灭活，而正常组织不
受损伤或只有微小损伤。与其他
肿瘤治疗方式配合，能有效提高手
术治疗率、缩短化疗疗程等。该植
入术对手术难以切除或术后、放疗
后复发的肿瘤患者来说，无疑是更
合理、更有效的治疗途径，对控制肿
瘤生长、缓解疼痛、提高患者生存率
及生活质量等的疗效已得到国内
外普遍认可。

本报讯（通讯员崔 钰）近日，
无锡市医师协会烧伤科医师分会
成立会议在宜召开，选举分会第一
届委员会委员及会长、副会长。市
和桥医院烧伤科周松晏主任当选
为无锡市医师协会烧伤科医师分
会副会长。

本次成立会议当天还同时举办
了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急慢性
创面临床修复新进展》学习班，学习
班由宜兴市和桥医院承办，无锡地
区150余位医务工作者参加了学习。

学习班由宜兴市和桥医院烧
伤科周松晏主任主持，邀请了著名
的烧、创伤治疗专家吕国忠教授、
赵耀华教授等多位专家授课。各
位专家、教授用生动的讲解和经典
的案例，与参会者一起分享了学术
理念和诊疗体会。

市和桥医院通过举办本次学
习班，对急慢性创面临床修复新进
展、新技术、新理念进行了推广宣
传，为无锡地区急慢性创面治疗技
术水平的提高助力。

本报讯（通讯员冯俊成）近
日，年逾七旬的老宗从市人民医
院心胸外科转入烧伤科，接受了
黏液纤维肉瘤切除手术的老宗
同时接受了皮肤移植手术，转入
烧伤科进行康复期的治疗。

老宗的这一段病程令人唏
嘘，跨越10年的病痛折磨了他，
也让他对生命更为珍爱。十年
前，老宗无意中发现右侧胸壁皮
肤下方一个“花生”大小的肿块，
当时并未在意。但渐渐发现肿
块越长越大，于是老宗来到市人
民医院就诊。经过查体及辅助
检查，医生制定了方案为其完整
切除了肿块，老宗也顺利康复。
但是术后病理不容乐观：黏液纤
维肉瘤。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
恶性肿瘤，极易出现转移及复
发。果不其然，这10年间，老宗
的黏液纤维肉瘤多次复发，他也
因此辗转于省内外的多家知名
医院，经历了大大小小10余次手
术，甚至截去了右上肢。

今年6月，身体渐渐恢复的老
宗再次发现胸壁肿块，距离他上
次手术刚过去9个月，肿块位于胸
骨前，原来健康皮肤下方，约鸽蛋
大小，导致周边皮肤红肿、疼痛，
甚至有破溃风险。老宗回到了市
人民医院心胸外科，找到了蒋国
军主任。面对老宗，蒋国军犹豫
了，因为老宗经历了10余次手
术，右侧胸壁缺损了一大块，右上
肢已截去。此次如果再次手术，需

要扩大切除部分胸骨及肋骨，对
于胸壁巨大缺损，术后呼吸、循环
功能是否能够耐受？一旦出现问
题，将是致命的。同时，由于皮瓣
的缺失，切除肿瘤后的皮肤移植、
重建也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面 对 困 难 ，该 院 启 动 了
MDT（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心
胸外科、手足外科、烧伤科、超声
科等多学科合作，共同解决问
题。终于，大家一致通过了心胸
外科蒋国军、冯俊成团队及烧伤
科张毅、杨敏杰团队的方案。手
术在充分的准备下成功完成，术
后老宗恢复得很顺利，没有出现
任何严重并发症。目前正在烧
伤科进行康复。术后病理证实
为黏液纤维肉瘤，所幸的是，基
底及周边均未见肿瘤累及。

>>>相关链接
黏液纤维肉瘤，又称为黏液性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是纤维肉瘤
的一种亚型。该病总体发病年龄
广，但主要累及50—80岁的老年
人，多发生于老年人的四肢或深
部肌层，表现为局部缓慢生长的
无痛性肿块，临床表现缺乏特异
性。黏液纤维肉瘤虽然少见，但
易于复发，可发生转移，甚至导致
死亡，病理检查是明确诊断的唯
一标准。病理诊断易与其他黏液
变的良恶性肿瘤相混淆，故正确
的病理诊断和及时采取以手术切
除为主的综合性治疗十分重要。

近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联合发文公布江苏省“百名医
德之星”“十大医德标兵”推选结
果，市中医医院杨金荣主任中医师
荣膺第五届江苏省“百名医德之
星”，成为本届宜兴地区唯一获此
殊荣的医务工作者。杨金荣是市
中医医院名医工作室负责人，全国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南京中医药大
学兼职副教授，无锡市劳动模范，
宜兴市中医肾病学科学术技术带
头人。他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
年，曾先后师从徐景藩、干祖望、周
仲瑛、夏桂成等国医大师，在中西
医结合诊治急慢性肾炎、尿路感
染、肾病综合征等肾脏疾病方面具
有较高的造诣，同时擅长运用中医
经方调治脾胃病、肝胆病、咳嗽、心
血管疾病等内科常见病及疑难杂
症。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
赢得了群众较高的口碑。

一丝不苟 精诚为医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杨金
荣常说，医学是一项神圣严谨的学
科，为人医者，必须时刻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容不得半点草率和马
虎。他对待患者，不分长幼贫富，
无论地位高低，总是一视同仁、一

丝不苟地悉心诊治，30多年来未发
生过一起医疗差错和纠纷。

51岁的沈女士患有甲亢多年，
一直在杨金荣这里调治。一次她
刚来就诊，配的中药还没吃完，就
临时接到出差任务，又匆匆赶到医
院，请杨金荣帮她多开一个疗程
的中药。由于她只隔了两天就来
复诊，按理说，只需把原来的药方
重新复制一下就可以了，但杨金
荣还是一丝不苟地把脉，察看舌
苔，询问睡眠情况等，然后对症下
药，开具处方。沈女士说：“杨医师
看病非常认真，他每看一个病人，
都要花上10到15分钟。虽然候诊
时间比较长，但找他看病，感觉特
别放心。”

淡泊名利 廉洁行医

“杨主任，怎么7帖中药只要
80多元钱，太便宜的中药会不会效
果不灵？”一次，一位患者缴完费取
药后，又不放心地回来问杨金荣。
最终，经过杨金荣的耐心解释，患
者明白了中药并非越贵越好，关键
是要“对症下药”。

行医30多年来，经过杨金荣的
悉心诊治，重获新生的患者不计其
数，但他从来没有收过患者一分钱
红包，没有开过一张“大处方”。他

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要把
每一个病人当作自己的亲友、邻居
一样善待，用最经济的检查，最合
理的用药，帮他们把病治好。

2016年杨金荣被评为全国优
秀中医临床人才后，宜兴多家私人
诊所不惜重金邀其前往坐诊，都被
他婉言谢绝了。为此，很多人都说
他傻。他却说，身为一名共产党
员，必须要有正确的“义利观”。
2019年，市中医医院和宜城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医共体，为了
让社区群众尤其是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不出家门就能看中医，杨金
荣每周三上午都会去社区坐诊，风
雨无阻，从不懈怠。

敬业奉献 甘为人梯

30多年来，杨金荣一心扑在工
作上，甘于奉献，无怨无悔。其高
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吸引了宜
兴本地及周边县市的病人前来就
诊，每年要接诊患者上万人次。为
了节省时间多看病人，他经常半天
不喝一口水，不上一趟厕所，因此
患上了严重的肾结石。有一次，他
半夜肾绞痛发作，凌晨赶到医院急
诊，挂完盐水后又坚持上班，家人
心疼他的身体，劝他休息一天。他
却说，病人都知道我的上班规律，

如果临时不上班，许多病人就要白
跑一趟。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他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带
领科室人员开设了新冠肺炎中医
预防门诊，还积极参加门诊的测
温、流调工作，并且不顾自身安危，
多次赴市急救中心，为负责转运隔
离人员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提供
上门中医药防疫保健服务。

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杨金
荣认真做好“传帮带”工作，把自己
的经验技术、诊疗心得和学术思想
等，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中医
师，为学校和医院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优秀的中医人才。他用自己的
言传身教，教育年轻医者，当一名
好医生，不但要有精湛的医术，更
要有高尚的医德和仁心。

从医30多年来，杨金荣用仁心
仁术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着一份
崇高的责任，也为他赢得了一份份
沉甸甸的荣誉。他曾多次受到宜
兴市卫生健康委嘉奖，获评宜兴市
卫健系统先进工作者、宜兴市先进
科技工作者、无锡市劳动模范、无
锡市百名医德之星、南京中医药大
学励耘奖、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等，他所属的肾病科也被评为无锡
市中医重点专科。（通讯员 潘 静）

8月25日下午，市中
医医院举办“我是杏林小
郎中”暑期夏令营活动，组
织20多名青少年实地参
观中药房、针灸推拿科、中
医药文化长廊等场所，通
过辨识中草药、体验中医
推拿、聆听古代名医故事、
制作中药香囊等互动环
节，帮助孩子们了解中医、
亲近中医，激发他们对中
医药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通讯员 潘 静 摄）

白衣天使送上康复“暖实力”

义诊送到家门口

市人民医院
多学科联合治疗罕见疾病

碘125粒子植入术
为晚期肿瘤患者带去希望

医学教育学习班提升治疗技术

体验中医药文化体验中医药文化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