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 1 日    星期四

6版
责任编辑 ：米静  美编 ：张晓晔  校对 ：刘林忠

广而告之

冲锋急诊第一线的勇士
——记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梁鹏冲

温瑶瑶

如果说医院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那么急诊科无疑是这个战场最激烈

的前沿，梁鹏冲就是冲锋陷阵的一名

勇士。作为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他每天在急

诊抢救第一线“战斗”，利用先进治疗

技术和方案，与病魔抗争，争夺生命

主动权。

3 月 26 日，谈起自己的从医路，

梁鹏冲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 40

年前。“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瘦弱

的身板挑起了家庭重担，生活虽清

苦，但很幸福。”梁鹏冲告诉笔者，母

亲有个头疼脑热，总舍不得花钱去看

病，从那时起他就在心里埋下了学医

的种子，立志要为母亲乃至更多的人

祛除病痛。“母亲用农村人特有的韧

劲和坚强告诉我，路要一步一步走，

从踏上医学这条道路的那一刻起，我

就告诫自己每一步都要稳扎稳打。”

梁鹏冲说。

2003 年，梁鹏冲从西安交通大

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航宝成医

院，正式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医学

的奥妙，对于梁鹏冲来说有着很大的

吸引力，为了让自己从容迅速地处理

急救过程中的突发情况，梁鹏冲白天

奔走于病房，了解每位患者病情的变

化，晚上回家翻阅相关资料，继续学

习，他明白只有不断更新医学知识，

才能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好医生。

三十而立之年，正是职业高速发

展期，梁鹏冲却放弃医院党支部书记

兼副院长的“铁饭碗”，踏上另一条充

满未知的道路——考研。“作出这么大

的牺牲，就为了圆自己一个硕士梦，值

得吗？”朋友提出疑问。梁鹏冲会心一

笑说：“我不想在还可以奋斗的年龄

选择安逸，考研的机会只有一次，如果

放弃考研，那我心里可能一直过不去

这个坎。”

保持着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习

惯的他，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

“目前关于松香水中毒的病例极少，

其实松香水中毒是一个研究的方

向……”徐州医科大学导师随口一

说，却被梁鹏冲牢记在心。“松香水

中毒会有什么症状？应该采取哪些

治疗措施？……”充满好奇心的他，

带着问题在病案室搜集资料，3 个

月后，第一篇医学论文几经易稿终

于成型。“当时我看到导师眼里充满

了喜悦，他一字一句审稿，就连一个

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梁鹏冲说，被

人肯定的感觉就像幼儿园小朋友获

得小红花一样，心里小鹿乱撞，激

动、喜悦！

导师也正是看中梁鹏冲勤奋、

做事踏实的闪光点，想将梁鹏冲留

在自己身边，另一边是常州市某医

院抛来的橄榄枝，该院院长提议给

梁鹏冲出国深造的机会，梁鹏冲权

衡再三，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宝鸡市

中心医院。

面对大多急诊患者起病急、病

情变化快的状况，急诊科的医生往

往需要有快速鉴别疾病的能力。梁

鹏冲在不断“充电”中丰富自己的专

业知识，并以“小学生”的姿态向各

科室专家请教，经过多年磨炼，梁鹏

冲备受科室主任的器重。他发表的

《不同剂量盐酸戊乙奎醚对创伤性

休克兔肠黏膜损伤的保护作用》，

不仅填补了全市急诊领域的科研空

白，还获得了宝鸡市 2014 年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成果奖三等奖。

2013 年，一位围产期患者从县

级医院转入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梁

鹏冲接诊后，根据患者病史和查体

后，怀疑其为围产期心肌病，但经心

内科会诊后，并不是心肌病。“既然

不是心肌病，患者为什么会气短？

和长期卧床有没有关系？”梁鹏冲

陷入了沉思。很快，一个大胆的诊断

方案浮现在他脑海里，会不会是肺

栓塞？在与家属沟通后，他为患者

安排了双下肢血管彩超，检查结果

显示患者有静脉血栓，再经肺动脉

CTPA 造影后，结果提示为肺栓塞，

这和他的临床思考不谋而合。患者

出院后，家属几番要酬谢梁鹏冲，都

被他婉言谢绝。

有一次，梁鹏冲与同事交接班

时，交班医生告诉他有一名便血患

者，让随后收治到肛肠科。梁鹏冲接

班后，这位患者刚好要上厕所，他就

去厕所观察患者大便的颜色，发现这

并不是普通的便血。凭借多年的急诊

临床经验，梁鹏冲推断可能是主动脉

夹层。经过腹主动脉血管超声检查，

患者的病确实为主动脉夹层。腹主动

脉夹层俗称大血管里的“定时炸弹”，

往往发病急、病死率高，需要及时确

诊并手术。梁鹏冲紧急联系心外科，

由于准确的诊断，为患者的救治赢得

了宝贵的时间。

越是热爱，就越担心自己知识储

备不够，梁鹏冲又一次定下目标——

考博。“24 小时工作制”似乎有些不

近人情，却是梁鹏冲读博期间的真实

写照，花费大量心血完成的课题，接

连打水漂是常有的事，但并没有浇灭

梁鹏冲心中燃烧的火苗。血脑屏障损

伤在哪个时间段最危险？这是梁鹏

冲重新确定的课题。建立成功的心肺

复苏动物模型，对研究血脑屏障损伤

病理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别人用猪、

兔子等动物做模型，而梁鹏冲却选择

小白鼠做模型。小白鼠成活率低是这

项研究的第一道关卡，带着问题，梁

鹏冲来回穿梭于学院的各个实验室，

几乎问遍了所有科研人员，最后他得

出结论，小白鼠成活率低是没有使用

肾上腺素。时光流逝，问题接踵而来，

梁鹏冲开始迷茫。但消沉过后他再次

出发，他巧将荧光染料和伊文思蓝相

结合，事半功倍地完成了这一课题，

研究发现，3 小时是最危险的时间

段，梁鹏冲的脸上重新绽放出自信的

笑容。

过硬、扎实、规范、有效的急救

操作技能，是急诊科每位医护人员的

看家本领。为提高大家的急救操作水

平，作为抢救室组长，梁鹏冲煞费苦

心，制订了常见危重症的诊疗规范与

流程，另外还要求每位医护人员参加

专题培训和急救技能训练，不断加强

能力建设和完善急救体系建设。

就在笔者采访结束之际，刺耳

的救护车警笛声传来，梁鹏冲向笔者

报以歉意后，疾步冲出门去，迅速奔

向刚刚抵达的救护车。在同事的协助

下，立马将患者转移至抢救室，他又

冲向下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市中心医院 ：

开展义诊宣教  普及麻醉知识
3 月 30 日，2021 年中国麻

醉周陕西启动仪式在西安市、宝

鸡市、延安市、商洛市四座城市

联动拉开帷幕，此次启动仪式采

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我市 60 余

名麻醉领域工作者在宝鸡市分会

场——市中心医院连廊会议室参

加启动仪式。

2021 年 3 月 29 日 至 4 月 4

日是第五届中国麻醉周，今年麻

醉周的主题为“敬畏生命，关注麻

醉——疫情防控救重症，分娩镇

痛护新生”。“麻醉周期间，医院将

通过义诊、摆放展板、发放宣传册

等一系列活动，加深群众对麻醉

学科工作者的了解和理解。”市中

心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王霄鹏介

绍，麻醉手术科医护人员将参与

到活动中来，分别在临床麻醉、术

后镇痛、无痛胃肠镜、无痛分娩、

疼痛诊疗等方面给群众进行科普

宣教。

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增平表

示，医院作为宝鸡地区活动主办

方，将以建设医院“无痛诊疗中心”

为契机，通过线上+ 线下等形式，

向广大群众宣传麻醉学相关知识，

提高麻醉学科的公众认知度及认

可度，推动医院乃至全市麻醉学科

高质量发展。         （温瑶瑶）

优质服务暖人心
市中医医院开设“女性肛肠门诊”让患者就诊不尴尬

孙晓梅 王蕊

市民陈女士是一位宝妈，在

顺产后需要做康复治疗。然而问

题来了，几次去医院就诊，碰到的

都是男医生，迫于尴尬，也就没进

行系统检查与治疗。谁知痔疮越

拖越严重。令她欣喜的是，宝鸡市

中医医院（宝鸡市骨科医院、宝鸡

市中医药研究所）肛肠科专门设

立了女性肛肠门诊，这让陈女士

放下了心中的忐忑不安，在这里

接受了混合痔外剥内扎术。临走

时，陈女士拉着科室副主任医师

张艳莉的手连连道谢。 

据了解，在中国女性疾病发

病率排行榜上，肛肠疾病的发病

率常年居高不下，且女性特殊的

生理过程，即怀孕、生产经历，使

女性较男性更易患上肛肠疾病。

特别是妊娠期，肛肠疾病发病率

会上升至 82.35%。而女性患者往

往因为肛肠疾病发病部位隐私，

羞于就医，遇到男性医生更是羞

于检查，因拖延而导致病情加重。

张艳莉说：“羞于诊治，任其进展，

会使严重的肛肠类疾病如大肠肿

瘤成为‘漏网之鱼’，从而贻误最

佳治疗时间。”

今年 35 岁的李女士，之前

偶有便血、肛门下坠有异物感等

症状，最近症状加重，用自己在

诊所买的痔疮药半个月不见好

转。于是，李女士在市中医医院

女性肛肠门诊找到了张艳莉，张

艳莉在为其进行指检时，发现其

直肠有异常新生物。接受进一步

的肠镜检查后，李女士被确诊为

直肠癌。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张

女士，一直都有便血症状，也因

为羞于看病自己在家处理，直到

情况无法改善才不得不找张艳

莉诊治，结果入院肠镜检查提示

为结肠癌。

为减少此类延误发生，提升

广大女性朋友就医感受，市中医

医院去年 9 月在全市公立医院首

家开设“女性肛肠门诊”，由高年

资专科医师坐诊，接诊、诊断、治

疗均由女医生完成，既能从专业

上解决疾病，又能最大限度保护

女性患者隐私，避免尴尬。自开诊

以来，有很多女性患者反映“就是

冲着女医生来的”。

最后，张艳莉提醒广大女性

朋友，肛肠疾病十分常见，千万不

要因为害羞而讳疾忌医，一定要

尽早前往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真诚服务  携手共进
宝鸡市中小企业协会第四届第六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

3 月 31 日上午，宝鸡市中小

企业协会第四届第六次理事会扩

大会议召开。会上宣读了宝鸡市

中小企业协会诚信宣言，并为新

入会企业颁发会员牌匾。

宝鸡市中小企业协会成立于

2005 年 8 月，是经市民政局核准

登记，全市中小企业经营者自愿

组成的联合性非营利社会组织，

目前 238 户会员企业中，涉及机械

制造、建筑建材、地产开发、食品

加工、商贸流通、电子通信、仪器

仪表、废旧物资回收及加工、餐饮

酒店等诸多行业。

协会成立以来，以爱国敬业、

文明诚信、团结协作、同舟共济

作为协会精神，在协会的自身建

设、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的服务平台、加强企业

家队伍的学习培训、促进企业间

的经济协作、解决会员企业的融

资难题、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

益等方面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贡

献。协会获得宝鸡市人民政府授

予的优秀社团组织荣誉称号，通

过了市民政局AAA 级社会组织

评估，协会党支部被市委组织部

评为四星级社会党组织。协会的

服务平台被市工信局认定为中小

企业服务平台特约服务机构、宝

鸡市中小企业创业服务基地、宝

鸡市中小微企业孵化基地，被宝

鸡市慈善总会授予慈善工作优秀

组织称号等。          ( 牛恩）

梁鹏冲分析研判患者病情

* 赵诺妍丢失出生医学

证明，号码为 ：P610031743。

* 宝鸡市启航汽车服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丢 失 陕

C66716 号车道路运输证，号

码为 ：610303002555。

* 陕西时代好伙伴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丢失法人私章

一枚（银行预留印鉴），号码

为 ：6103020076470。

* 罗静丢失宝鸡高新

医院有限公司住院医疗费

用专用发票一份，号码为 ：

06991538。

* 陈宝玲丢失装修保

证 金 票 据 一 张，号 码 为 ：

IS0000000126。

* 梁钰泽丢失宝鸡市中

心医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

张，号码为 ：00325360。

* 胥亦宸丢失出生医学

证明，号码为：U610042739。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医护人员给市民进行科普宣教

工作中的梁鹏冲

患者在专设门诊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