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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医院里每天都

在上演的急救，都

是一场保卫生命的

战争，在这场战争

中，我们缜密、睿

智、井然有序，在

外人看来，这群医

生不苟言笑，这是

因为我们要时刻保

持冷静，但是，在

这场保卫生命的战

争中，从来都不缺

乏感人的瞬间。

那一天，对于

大多数人来说，是

最普通不过的一

天，但对于这位高龄产妇的一家人以及我们，注定是不平凡的一日也是终生难

忘的一幕。傍晚时分，40岁的张女士在产房顺娩后，产后持续阴道流血打破了

我们的喜悦，于振国主任、林美娥副主任、刘慧俭副主任在第一时间赶到产房

参与抢救，考虑羊水栓塞，患者已意识不清，林美娥副主任与家属深入沟通，

建议子宫切除。还记得产妇家属绝望的泪水和抽泣，林美娥副主任坚定与温和

的眼神给予了产妇家属以安慰，争取到了家属的信任与同意，这使得我们可以

快速实施治疗。当日在岗的所有妇产科人员无一人下班，全部主动参与了抢

救，三位主任同台手术，历经3个半小时，手术成功了。产妇获得了新生，产

妇家属喜极而泣，而术后，又有谁知道，参与紧张的长时间抢救过后，于主任

出现了低血糖症、眩晕，林主任偏头痛病发作，坚持到下了手术台，又有谁看

到了她头痛难忍在呕吐，刘主任送病人到ICU后才察觉，长时间用手去压迫止

血，胳膊已然抬不动了。但对于这些，他们只是默契的一句话：“只要病人没

事，我们累点没关系。”

这是一名医生对于生命的敬畏，这也是达到忘我的境界后才能脱口而出的

话语。

这一年来，我们的妇产科团队成功的抢救了1例羊水栓塞及4例胎盘早剥的

重症病人，我们的团队并没有灵丹妙药，只是在救治的过程中格外用心，并坚

持了整体自洽的理念。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医院领导和各兄弟科室的鼎力相

助。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相信这些故事不只是感动了患者，也感动了

我们自己，而它们都源于医生内心的温暖。正因为有了医生的温暖，医学才有

了温度。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一等奖)

近日，一张门诊走

廊就诊的照片温暖了整

个医院群。照片里的天

使侧影被称为“医务工

作者的楷模”。

没错，他就是“淄

博名医”，“市级优秀

学科带头人”，神经内

科主任王庆德。周二是

他的定期坐诊日。每次

的门诊坐诊，神经内科

门诊总是排起了长队。

很多患者都因为他的好

口碑慕名而来，这不，

当家属诉求病人上楼就

诊有困难时，王主任没

有片刻的犹豫，二话没

说就随家属来到一层楼

梯口。依然是一贯的细

心问诊，望触叩听，全面查体，观察反应。面对高温高湿的八月酷暑，“谢

谢”二字已无法全面表达患者及家属的感激之情，我想，“见彼苦恼，若己有

之”，用大慈恻隐之心去感同身受每一位患者，这该是对王主任从医的最好体

现吧。

然而他总是稀松平常地评价自己仅仅是一个“愿意站在患者角度，实实在

在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医生，这同样也是他内心好医生的标准。他认为，“各

个行业之间，最终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无论所处什么职业、什么岗位，唯有不

断精进专业，乐于钻研其中的人，才能做得更好”。

工作的每一天，多少个日夜，多少个病人，每一次问诊，他都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和患者充分沟通，深入了解每一位就诊者的个体差异，制定更精准的诊

疗方案，讲解科普知识进入寻常百姓家，唤起病患对自身的健康管理；有时也

通过幽默智慧的小玩笑，出个小题目，轻松缓解病患的内心焦虑和紧张，主任

说这样病史采集才会更全面，更加有利于全面诊断。正因为此，神经内科病房

总会出现十二点下班时间已过，王主任依然带领团队认真查房的场景。主任常

说要时刻一心一意，认真把病史、体格检查做好；要严格把关，重视基本功的

训练；要夯实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要多注意治疗反应，病人反应常能

提示医生，帮助避免错误；要共同在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细节的极致苛求下，满

足广大神经疾病患者的美好生活需求，带来真正有幸福感、有温度的医疗体

验。

一张照片不过折射一瞬，王主任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的指引、管理，

除了精湛的专业技术，他给科室带来的是一片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的良好氛

围，为每位就诊者带来的是人性化的身心关爱。他常说，治病是为了救人，任

何时候都要着眼于病人而不只是疾病本身。而“以人为本”，同样是北大医疗

淄博医院一贯的坚守。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一等奖)

室外，

骄阳似火；

室内，

人头攒动；

“大夫，

咨询点儿事

儿吧？”一位

老者顶着一

头的汗，气

喘吁吁的跑

过来。

“怎么

了，叔？”

“我们

来看病，这

是彭主任的

办 公 室

吗？”

“您好，

我是姓彭，请问您怎么不舒服？”彭主任放下手里的活。

“不是我不舒服，是我母亲腰痛，年纪大了，上不了楼……”

彭主任打量了眼前的老者，估摸七十多岁的年纪。不禁心里想：“那他母

亲得多大了，天这么热，老人在哪？现在是什么状况？……”

“那老人家现在哪？”彭主任问道。

“就在楼下！”

彭昕主任转身对旁边的人交待了下就飞快地出了门。来到楼下，一辆红色

的电动摩托车里，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体型偏胖，汗已经湿透了她的衣

服。由于年纪过大，听力下降严重，沟通成为问题，彭昕主任弯腰探身进车

里，边用近乎喊的声调跟患者交流，边给患者详细的查体，路过的李院长举起

手机记录下了这精彩的瞬间。

像这样的事，发生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彭昕主任身上的还有很多很多......不

经意的一瞬间，是谁拨动了你心底的那根弦？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还有多少

人坚守着曾经的承诺？

“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

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

业……”希波克拉底誓言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

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

想。”《大医精诚》的教诲是否仍在心里？

就让我们秉古人之意，承哲人之志，以身作则，牢记当年的誓言吧！精其

业，仁其心，对得起这身白衣，对得起领导的期望，对得起患者的托付！

在医师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向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理疗

科彭昕主任敬业的精神致敬！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二等奖)

在人们心中，我们医生、护

士有时就像神一般的存在，一年

四季，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

论是酷暑还是寒冬，都默默坚守

岗位。有人看到我们打针吃药，

他们都会好奇地问：“你们也会

生病啊？”面对此景我们只能淡

然一笑，其实医生护士也是普通

人，也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

会生病。今日初春，流感肆虐，

急诊科也成为重灾区，值班医生

纷纷“中枪”，我有幸用手机拍

下了值班医生带病坚持工作的瞬

间，与诸君分享！

那晚姚文明医生正值夜班，

感冒发烧的患者一个接一个，姚

大夫怕喝水上厕所耽误病人就诊，连口水也不敢喝，轮番作战，姚大夫感觉有

点害冷，趁着患者去做检查的功夫测了体温38 .8℃，为了不耽误为患者诊治，

姚大夫吃了片退烧药，穿上大衣继续为患者看病，怕传染给别人还戴上了双层

口罩。临近深夜，终于暂时没有病人就诊，姚大夫测体温不降反升，我们都很

心疼姚大夫劝他输输液吧，姚大夫担心有新的病人需要就诊，在我们的劝说下

终于同意把针打在左手上，这样不影响新病人就诊，100毫升的液体仅用了短

短的十几分钟。在这十几分钟竟然有两位患者来诊，患者看到他带病工作，都

对他称赞有加。姚大夫常说：作为急诊人，只要我们不倒下，再苦再累也不能

耽误了病人，耽误了急救。

姚大夫从事急诊工作十余年，对急诊常见病、多发病及急危重症的诊治熟

练掌握，对待患者和蔼可亲，有耐心。急危重症病人来诊时他一定会陪同病人

一起去做检查，将病人安危放在第一位。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坚守在岗位上辛

勤付出。他良好的医德，受到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好评！

带病坚持工作，对我们每个医务人员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这种精神

能彰显出我们医务人员高尚品质和无私奉献！我们不是天使，但只要穿上这身

白衣，背负上了医生护士这几个字，就注定要把关心留给别人，把坚强留给自

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我们默默地坚守！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二等奖)

5·19日北

大医疗淄博医

院联合杨寨卫

生院携手开展

“北京专家下

乡”大型义诊

活动。活动现

场来了2名骑

三轮车的老

人，年龄大约

70多岁，他们

将车子停在拥

挤的诊疗人群

之外，远远地

张望，看着他

们张望的眼神

中带有期盼。

原来坐在三轮

车后边的阿姨

患脑梗塞后遗症20年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大爷照顾，最近阿姨又出现健侧

肢体无力现象，听说这里有专家义诊慕名而来的。

2名老人被细心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田秀芳看在眼里，田大夫面带笑容来

到车前抬手握住老人的手，“我能为你做点啥？”一句简单的话，顿时让人满心

暖暖。田大夫谦卑的态度，拉近了与老人的距离。

大爷在身旁介绍了阿姨的具体情况，因家境贫困一直没去做康复治疗，现在

身体每况愈下。根据大爷的叙述，田大夫仔细的看了看阿姨又询问了大爷有关阿

姨的一些问题，然后开始为阿姨细致地检查，拿出神经内科“独门神器”叩诊

锤，在阿姨的肢体对称关节上左敲敲右敲敲，这一敲还真有问题，“阿姨您常年

肢体不便、活动少，出现了肌肉萎缩，还得需要相应的加强健侧的功能锻炼！”

大爷对不明白的地方一直在询问，对大爷的咨询田大夫认真耐心地讲解，“大

爷，如果您方便随时到医院找我吧，我为阿姨系统的诊治，您也可以给我打电

话，我24小时开机。”说着并把电话号码留给了老人，老人激动得接过电话号

码，一个劲地表示感谢。

在为阿姨诊治过程中田大夫一直蹲在地上，仰望着阿姨，在别人看来：蹲

下，只是一种姿势，但很多时候，蹲下也是一种美，这种美让人内心暖暖、倍感

温馨。田大夫没有太多的华丽语言，只是笑呵呵的对待每一位患者。

在田大夫看来让病人满意是她的工作目标，看到病人痊愈并得到病人家属的

肯定及赞许，作为医务工作者就深深地感到欣慰和温暖，这也是每一位医务工作

者无怨无悔付出的动力所在。

神经内科田秀芳主任的工作态度让每一位到场的村民感动，也是我们每一位

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二等奖)

平凡中的感动

妇产科 褚征

唯美一瞬

神经内科 逄锦霞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

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

长眠于纽约东北部撒拉纳

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

志铭。有人说他道出了什

么是医学之功。医学这项

很神圣的职业，让人无比

钦佩，他不仅能从人的身

体上治愈疾病，更能从他

们心理上来愈合创伤，在

我们神经内科就发生过这

样一段小故事，使我记忆

犹新，难以忘怀。

前几天病区里来了位

老爷爷，耳背的很厉害。

与平常患者不一样的是，

我们无法与他用语言来交

流。医生查体，护士宣教

都有了一定的难度。正当

大家都犯难的时候，我们

看到田大夫用笔在纸上将

要说的话一笔一划的写出来。用此方法来与患者交流病情。看着逐渐增多的词

语，我眼睛湿润了。

从那时起我才明白人与人之间哪有那么多的沟沟壑壑，只要真心相对，哪

还有那么多郁郁不平之事呢？只要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让她感受到如同在家

的温暖。那样我的工作就能成为我生命中最好的诗篇，主笔于我，众人吟诵。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一等奖)

一个小动作 满是医患情

神经内科 成晓明

烈日似火，大地像蒸笼一

样，热的使人喘不过气来。室

外温度35度，然而诊室内温度

近40度，烟雾缭绕，所谓的空

调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只能

“躺在那里休息”。汗水湿透

了他们的衣背，汗珠不时的滴

落下来，有时候不小心滴在眼

睛里，也只能用手背去擦一

下，然后继续为病人施针。因

为来我们科室看病的患者都怕

“凉”所以无论多么热的天，

诊室里从来都不能开空调。这

就是我们中医科/国医堂王颖

主任和赵童大夫每天的工作环

境。

每天早上，找王颖主任看

病的患者就早早的等在那里，

这些大叔，大姨们都是王主任

忠实的“粉丝”，常常听见这

些患者夸赞王主任不仅脾气好，有耐心而且医术也高，无论是针灸理疗还是把

脉诊断都让他们很放心。由于患者多，诊室的床铺不够用，王主任每天早上早

早提前来到科室，先把早到的一批患者治疗完毕，然后再换一批。每天没有下

班时间，没有吃饭时间，忙碌的身影穿梭于病房间。这样的工作，没有惊天动

地，也没有气吞山河，更没有悠闲自在的舒适和安逸，只是那么普普通通，平

平常常，平常的近乎琐碎。

这天，科室的桌子上多了两袋热乎乎的大包子，一开始以为是哪个患者落

在这的，后来才知道是王主任的一位患者，因为每天看见王主任忙的没有下班

时间，没有买饭时间，所以魏大姨特意在家里做了包子给主任送来。都到下班

时间很久了，好几次走到诊室门口，看到王主任要么在给病人施针，要么就是

在给病人谈病情。所以大姨就没有打扰他，一直在那里等着。大姨说：“王大

夫天天给我们治病，天天都顾不上吃饭，大姨看在眼里，心里也心疼啊，这么

热的天衣服都湿透了，从来也不会说累，无论病人什么时候来，王主任都会耐

心给我们诊治。都是做父母的，看着孩子这么累，真的是不忍心啊”！说着，

大姨眼里流出了泪，这泪水不仅仅是患者对大夫的感谢，更多的是长辈对孩子

的心疼。王主任握着大姨的手说：“大姨，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这都是一个大夫应该做的，只要能为大家减轻痛苦，就是我最大的愿望。”王

主任用朴实的话语诉说着对医疗事业的执着与热爱。

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中医科/国医堂，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温馨细节和感

动瞬间，幸得能拍下这张照片，记录下来这暖心、感人的瞬间。

希望我们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能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对待患者，把“医者

父母心”实实在在的成为每个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准则，用爱心去包容每一位病

人，用我们的真情去对待每一位病人，在医患之间搭起一座心灵互动的平台。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二等奖)

忙了一上午，洗手

正准备下班，一抬头，

发现刚打完针的孙师傅

在护士站门口徘徊，我

赶忙走向前，简单询问

得知孙师傅想找大夫问

问病情及化验结果。因

为小时候一次不规范的

用药导致孙师傅双耳听

力严重下降，无法进行

语言交流。正在我犯愁

该怎么办时，已经洗完

手准备下班的李主任主

动走了过来，看到了我

们俩的尴尬，她麻利地

从护士站拿了一个小本子，一支笔微笑着递给孙师傅，孙师傅一愣，很快就

心领神会地接了过去。于是，俩个人在护士站开始了“无声的交流”

“大夫，我的病怎么样了？”

“转氨酶基本正常了，肝硬化也比以前好多了，治疗效果很好！”

“那我这次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乙肝病毒量是阴性，也无变异及丙肝，主要指标都正常，放

心吧！”

“我做的彩超、CT有问题吗？

“双肺及肝胆胰脾都正常，左肾有囊肿，但不要紧，定时复查即可。”

主任特意在“囊肿”及“定时复查”下面用波浪线做了重点标记。

“我的血型是那一型？”

“O型，好血型！”两人轻松愉快的拉起了家常。

“儿子是B型。”

“儿子那是随他妈了。”写完两人都开心的笑了，互相竖起了大拇指。

最后，李主任又仔细的写下了“医嘱”：“坚持按时吃抗病毒药，定时

来复查，控制的很好！”孙师傅连连点头，认真的写下“坚决执行医

嘱！”……

看着两人一笔一划的满满写了四页纸，我心里忽然很感动：这哪里像医

患啊，分明是老朋友间的叙旧！

优质的服务也许不需要豪言壮语，也不需要英雄壮举，或许就在我们一

点一滴一言一行平凡的工作中，它唯一的不同是需要我们“用心”！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二等奖)

业精心仁精神不老

康复医学科 王东

最珍贵的“礼物”

国医堂 王丽娜

无声的交流

感染科 杜晓

莫信岁月静好，只因我们默默坚守

急诊科 王超

蹲下是一种美

社会工作部 王红岩

8月的天

气骄阳似火，

虽然天气炎

热，但是医院

神经内科门诊

的患者还是络

绎不绝。

今 天 周

二，是王庆德

主任的门诊坐

诊时间，一大

早他就来到门

诊，准备接诊

患者。大家知

道神经内科的

查体比较麻

烦，接诊一个

患者往往要付

出较长的时

间，他每次都

耐心地询问、

认真细心地查

体，认真谨慎

地给出治疗方

案……

“你好，请坐，哪里不舒服？”又一个患者进到了诊室，“大夫，能不能麻

烦您去楼下给我母亲看看，我母亲腿脚不灵便。”一位大姐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提

出了要求，“行，老人在哪？”二话没说，王主任立即起身随着这位大姐来到了

楼下，在医院的走廊里，老人坐在轮椅上，王主任耐心地询问病情，仔细的查

体……

借着这个空隙我了解到，她们是从附近农村来的，打听到王主任今天坐门

诊，就紧赶慢赶赶来了，看到我们临时门诊楼没有电梯，犯难了，没曾想王主任

真的下楼来给我老母亲看病了……说到这里这位大姐已经感动的说不出话……

这就是我们的王主任，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时时刻刻为患者着想。

“文明行医、文明就医，做文明健康淄博人”是淄博市文明办、市卫计委在

全市开展的活动，王主任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每个人都要向王主任学习，虽

然我们不是医生，不能给患者做诊疗，但是优质服务从我做起，用自己的诚心伸

出热情的双手，相信您的一个甜美的微笑，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体贴的话语，

一声亲切的问候，会让每一名来院者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尊重、关爱与人文情怀，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了我们医院的明天努力加油！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二等奖)

离开诊室的医生

门诊部 胡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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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组织的罗村镇卫生

院义诊活动期间，发生了这样

的一幕，一位年迈的老爷爷手

捧着一盆鲜花，在众人群中一

路询问：心内科尹行善主任来

了吗？我要找尹主任！

大家都认为老爷爷是来找

尹主任看病的，导医的护士忙

着领着老爷爷来到尹主任义诊

的桌旁，只见老爷爷不急不忙

坐下，尹主任问他：老爷子，

您那里不舒服啊？老爷爷说：

您不记得我了，我找你看过

病，我的病都让你医好了，我

就是来专程谢谢您的。随后老

爷爷就把准备好的鲜花放到尹主任的手里。

尹主任接过鲜花，露出了他标志性的微笑。老爷爷告诉我们：之前就多次

找过尹主任看病，称赞尹主任不但医术高，而且还平易近人，说话和蔼，对病

人特别的热情。其实在这之前，老爷爷还给尹主任送了一盆鲜花，这次听说北

大医疗淄博医院的专家要来罗村义诊，老爷爷提前几天就跟着打听看看尹主任

会不会来，一听说尹主任要来，就高兴的回家准备自己的小礼物去了。

这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尹主任平时待病人如亲人的作

风，平日里在病房内查房，尹主任总是笑吟吟的对待每一位患者，热情回答每

一位患者提出的疑问，耐心的为每一位患者诊疗。更在是遇到紧急抢救时，尹

主任总是冲在最前方，带领医护团队把病人从病魔手中夺回来。在病人眼中，

他就是一位时时刻刻为病人着想、用心为患者排忧的暖男医生。

(本文获“我身边医师的感人瞬间”图文征集二等奖)

暖男医生尹行善

心血管内科 李长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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