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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旭艳

今年“五一”劳动节，家住北塔区的 87
岁老人陈英和她的子孙们又聚在一起，好好
地享受天伦之乐。刚刚闯过鬼门关的她不知
道，一个多月前那惊心动魄的一晚究竟发生
了什么。但是她的儿孙们却无不庆幸，正是
当时的明智抉择才让他们不留遗憾。

3月12日晚上10时30分，老人无明显
诱因出现心前区疼痛，有压榨感绞痛样，
且呈持续性。家属赶紧将其送入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经诊断，老人
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急性前侧壁ST抬高
型心肌梗死。当时老人已出现休克、昏迷，
血压一直往下掉，直到量不到血压了，情
况十分危急。通过医生一个小时的紧急抢
救，暂时稳住了病情。据心血管内科医师

尹文跃介绍，老人虽经抢救用药物稳住了
血压，但“如果不做手术，随时可能走人。”
而按照老人当时的高危情况，手术成功的
机率只有一半。

对此，医院积极主张施救，家属意见
却出现分歧。据老人的外孙李理（化名）介
绍，当时有2种选择，一种是医生主张的手
术治疗，但是有 50%的风险；还有一种就
是，回家保守治疗，但随时有失去生命的
风险。当晚家里人已预备后事了，回隆回
老家的车安排好了。老人有七个儿女，加
上孙辈们，十多个人赶到医院。做决定的
长辈们态度比较犹豫，担心万一老人没救
活，按老家的风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回堂
屋，而且还有对后代不利等说法。

在这个时候，李理的妻子力主施救。
她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妇产科医

生，态度坚决地一一向长辈们劝说。“只要
有一线希望就要救。”“你们是要人活着回
去等死，还是争取让人活着？”一个小时的
讨论之后，大家同意动手术。凌晨3时，老
人上了手术台。幸运的是，受益于医务人
员的精湛医术和儿孙们的明智抉择，老人
手术成功，4月4日上午病愈出院。

尹文跃是一位有着 20 多年职业经历
的医生，见过很多生死一幕。他说，面对高
龄危重病人，医生会全力施救，但没有人
能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以前心肌梗塞有
40－60%的死亡率，有了溶栓药物后降到
了 20%，现在通过做手术，死亡率降到了
4－6%。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或害怕风
险而放弃治疗，或在手术失败后不能接受
现实的现象，他希望民众对医疗要有正确
的认识，尊重生命并理解医务人员。

手术成功机率只有一半，是要人活着回去等死，还是顶住旧俗压力搏一

把？生死关头，家属勇破迷信做出明智抉择

八旬老人突发心梗成功获救

贺旭艳 赵品清

4 月 27 日晚上，邵阳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举办了“中国梦·劳动
美——创文明城市，展天使风采”
演讲比赛。

“地位不分高低，能力不分大
小，有如米小的苔花，也学牡丹开
放。”产科护士肖权咖充满真情、
深情和激情的演讲《把简单和平
淡演绎成精彩》，获得了第一名。
她传递了医护人员的共同心声：
我们相信身处平凡的岗位，也能
成就伟大的事业。中国梦的实现，

需要我们有百倍的付出去安抚躁
动的心灵，在一个个小梦的实现
中去追寻；劳动美，就是在踏实的
工作中做出漂亮和出色的好活，
在尘埃里开出最曼妙的花来！

有没有谁试过以同一个姿势
站立在同一个地方哪怕只坚持1个
小时？有没有谁试过从上午九时一
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四时而全程没
有休息？不用惊讶，这就是外科团队
的日常工作。手术室护士长赵清清
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手术室的故事。

“生命的价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体
现出来；人生在奉献中才能绽放美

丽，收获美好。”她以“平凡之路由奉
献而点亮”为题，分享了自己对“劳
动美”的感悟，获得了一等奖。

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许许多多像赵清清一样的医护人
员以真心、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
一位病人，传递着温暖的力量，绽
放着人生的美丽。来自该院各科
室的医护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讲述了自己或身边人不忘初
心、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故事，
唱响“劳动最光荣”的主旋律，诠
释了别样的“劳动美”，充分展现
了医疗战线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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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邵东县石株桥乡金华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
客人——市中心医院的党员志愿者们。当天，该院内科第二
党支部党员在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村民进行免费
的爱心义诊。

党员义诊队一到现场，热情的居民就围了上来。医护成
员认真为前来检查的村民量血压、测血糖，做心电图、心肺
听诊等检查，免费进行常见病、慢性病的初步筛查、诊断和
一般治疗，义诊场面火热而有序。义诊现场，心内科主任医
师石向江认真为一位患病多年的村民认真体检，详细询问
身体状况，耐心细致地分析病情，提出日常饮食建议。医护
志愿者们还针对农村老年人常见疾病的早期症状，讲解了
卫生保健知识、注意事项、饮食卫生、合理用药等卫生常识。

据统计，此次义诊共接待群众160余人次。专家团队耐
心细致的服务，不厌其烦的答疑解惑，不仅让百姓在家门口
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增加了健康生活常识，同时，还
切身感受到医务人员的温暖，拉近了医患距离，得到当地群
众的认可和好评。 （陈贻贵 李文娟 孟天笑）

党日活动进农村 爱心义诊暖人心

家住洞口县的尹大爷今年已经 80 岁
高龄了，患有高血压病多年，但一直没有坚
持吃降压药，平时喜欢喝点小酒。4月22日
下午2时左右，尹大爷突然出现嘴巴歪斜、
左侧肢体无力，很快讲话含糊不清，并逐渐
丧失了意识。

见状，尹大爷的家人立即驱车将他送
往市中心医院救治。经过头颅CT检查后，
医生确诊尹大爷得的是急性脑梗死（缺血
性脑卒中），随时有脑梗死面积扩大、梗死
后出血及其他心血管意外危及生命的可
能。患者从发病到医院不到3小时，医生建
议患者立即进行静脉溶栓治疗。经过阿替
普酶静脉溶栓抢救治疗，尹大爷神志恢复
正常了，讲话也清楚，左侧肢体活动恢复正
常。经过几天的精心治疗，如今尹大爷与发
病之前并无异样。

4月27日上午，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主任医师张春华和主治医生李海哲
来到病房，询问老人身体恢复情况。“老爷
子恢复得很不错，昨天在外面走了一个多
小时。”尹大爷的儿子笑着说。张春华提醒
老人，脑卒中患者要管理好自己的血压，坚
持吃降压药，尽量不喝酒。

中国卒中学会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
年脑卒中新发病例数达200—250万，死于
脑卒中的人高达 150 万，且还在以每年

8.7%的速度迅速增长。脑卒中超过肿瘤和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国民第一位的死
亡原因。张春华介绍，脑卒中具有患病率
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治疗费
用高的五大特点，而高血压、糖尿病、心脏
病（心房颤动和心脏瓣膜病）、高血脂、吸
烟、运动少、肥胖及家族史是其八大高危因
素。具有以上3项危险因素，属脑卒中高危
人群，应及时就医。

张春华说，这种曾经的“老年病”正呈
现十分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在他接诊的患
者中，最年轻的脑卒中患者仅29岁。“这名
患者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抽烟、肥胖，引发
脑卒中高危因素中，他就占了4个。”张春
华解释说。

张春华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肥胖等高危人群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
体变化，监控血压、血糖、血脂的变化，管理
好自身体重，体育锻炼要适当。有高血压家
族史的患者，更要警惕无症状的高血压，一
定要定期测量血压。

张春华指出，一旦发现患者肢体麻木
或无力、面部麻木或口角歪斜、说话不清
楚、眩晕伴呕吐或意识不清等症状，应立即
到具备静脉溶栓条件的医院进行检查治
疗，争取最佳治疗时机。“有个‘救命口诀’
可以牢记，那就是：言语含糊嘴角歪，胳膊

不抬奔医院。”张春华说，在急性脑卒中救
治过程中，有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即在
4.5小时内运用药物迅速溶解被阻塞血管
中的血栓。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神经细胞就
会缺血坏死，导致残疾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据了解，市中心医院是国家卫计委
“脑卒中筛选与防治基地医院”、省卫计委
授牌的“卒中中心”，为 40 岁以上的高危
人群进行筛查和干预，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并开设了脑卒中“绿色通道”，患者在
该院可优先享受“一路绿灯”的医疗服务，
从而为病人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目
前，静脉、动脉溶栓及取栓治疗急性脑梗
死患者500余例，有150余例完全康复，取
得了很好的疗效。

张春华指出，脑卒中致残率非常高，患
者确定患上高血压病之后，要怎样预防脑
卒中？严格控制血压<140/90mmHg，最好
是控制血压在130/80mmHg以下，饮食宜
清淡，要做到“四低二高”，即低盐、低糖、低
脂、低热量、高维生素和高纤维素。劳逸要
结合。每天适度体育锻炼至少30分钟，可
以进行散步、游泳、慢跑、打太极拳等。要克
服不良生活习惯，避免主动或被动吸烟，饮
酒要适度。保持良好的心态。心情要舒畅，
情绪要乐观，睡眠要充足，过度的兴奋和悲
伤都可能诱发脑血管病。

远离脑卒中，学会管理好血压
陈贻贵 李文娟 孟天笑

“谢谢护士长帮我们找回孩子，太感谢了！”5月4日上
午，在市第二人民医院脑四科的走廊里，市民李先生和妻子
紧紧握着刘艳珍的手，表示感谢。

5月4日9时许，脑四科护士长刘艳珍在巡视病房时，
发现走廊外的加床上独自坐着一个 10 岁左右的男孩。起
初，她以为是病人家属带来一起探视病人的小孩。10分钟
后，她发现，这个男孩依然坐在那里，身边没有旁人，肩上还
背着个书包。于是，她赶紧上前询问，才知道这个男孩是北
塔区枫林小学5年级的学生，名叫李海（化名）。因为早上搭
乘6路公交车坐反了方向，来到了市第二人民医院附近。下
车后，小男孩一个人不知不觉就走到脑四科的病房来了。

刘艳珍问男孩要其家长的电话号码，准备联系孩子家长，
结果孩子并不能顺利说出父母的联系方式。刘艳珍突然想起自
己有位老同学在北塔区某小学当老师，于是，通过这位老同学，
她联系上了枫林小学的杨校长，随后与孩子父母取得了联系。

在等待孩子父母来认领孩子的时间里，刘艳珍又亲切地
问了小男孩一些情况，得知他没吃早餐，科室的护士曾婷赶紧
拿出一些零食给他吃；看到小男孩走路似乎有点跛，经过检
查，发现他的左足大拇趾受伤了，于是护士王晔又帮他进行了
消毒包扎。

一个小时后，李先生和妻子火急火燎地赶来了，看到自
己的孩子正坐在科主任办公室吃着东西，一颗悬着的心总
算放下了。对于脑四科刘护士长以及护士们的帮助和照顾，
他们一再表示感谢，所以才有了开头那温情的一幕。

（刘敏 舒建平）

热心护士助迷途少年回家

4月30日，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都在享受美妙的
时光。而我院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仍奋战在各自岗位上，有
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上午9时30分，一位年长的大爷走进我院中心药房门
口，看似很着急的样子。我紧跟过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门外电梯口有人晕倒了，希望我们去管一下。我赶紧
跑去电梯口，看见有位大娘晕倒在地，手脚还在抽搐。

时间就是生命，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去急诊科请医生来
诊治。途中，遇到执勤的保安，我请他过去照看一下。我跑到
急诊科一位医生身边，告诉了他情况。他立即抱着血压计拔
腿就跑，还打了一个同事的电话，告诉他速来支援。当我们
跑过去的时候，很多人在围观，中心药房的值班人员在旁边
照看这位大娘。

此时，大娘试图坐起来，我赶紧蹲下去扶着大娘，医生
询问着大娘的病情。为了配合医生量血压，我赶紧帮大娘解
开外套衣扣，把左手的衣袖脱掉。医生马上对大娘进行了血
压测量和胸前听诊，结果显示大娘的血压和心率均正常。这
时，另外一位支援的医生也赶来了。

当时我在想，大娘会不会因为没吃早餐导致低血糖而
引起晕倒呢？大娘介绍，她早上在家吃过面条，其左侧肾脏
坏死，右侧肾脏积水，去年在我院住院治疗了6次。医生询
问大娘，以前是否有过晕倒的现象？大娘说她以前也晕倒过
几次，检查出患有贫血。原来，当天大娘的女婿陪她来看病，
去找医生看检查结果去了。她本想去找卫生间的，但没有找
到。回到电梯找女婿时，她就晕倒了。

中心药房的同事汤翔立即蹲在大娘身边，一边听她报
电话号码，一边拨打其女婿的电话。得知他正在11楼办理
住院手续，保安找来了轮椅，我们一起把大娘扶上轮椅坐
着。 大娘的女婿随后闻讯赶来，他拿出泌尿外科医生开具
的住院证，说不建议手术。急诊科医生看了相关检查结果，
最后决定让大娘先到急诊科治疗。人群慢慢散去，中心药房
的值班人员才放心地离开，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将“仁心仁术 博爱博
施”的院训铭记于心，做到全心全意为病患服务，救死扶伤，
不分贵贱，一视同仁。遇到此类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拼尽
全力救治患者。

合力救治晕倒的大娘
市中心医院药学部调剂药师 范四娟

一等奖获得者，手术室护士长赵清清在演讲。一等奖获得者，产科护士肖权咖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