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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医院肩关节痛
专病门诊开诊

为了让肩痛患者得到对

症有效的治疗，宝鸡市中医医

院（宝鸡市骨科医院、宝鸡市中

医药研究所）运动医学科新开

设了肩关节痛专病门诊，并已

开诊 （见上图）。
59岁的陈女士，半个月前

突然出现右肩关节疼痛，胳膊

抬举无力、活动受限，尤其是

到了晚上，疼痛会明显加剧，

严重影响了其日常活动及睡

眠。她自觉得了肩周炎，接受

了镇痛、理疗等治疗，但效果

不佳。近日，陈女士去市中医

医院就诊时，得知该院开设了

肩关节痛专病门诊，便找到了

运动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主任

医师杨红梅。

经检查，陈女士外展抬肩

只有 50°（正常人可达 180°），

被诊断为右肩袖损伤，右肱二

头肌长头腱肌腱炎。针对陈女

士的病情，科室为其安排了关

节镜下肩关节松解、肩袖缝合、

肩峰成形手术。术后当晚，困扰

陈女士长达半年的肩痛症状就

明显缓解了。

杨红梅说：“肩关节是人

体活动范围最大的关节，也是

人体最为‘脆弱’的关节，疾病

发生率相当高。肩痛不等于肩

周炎，必须由接受过运动医学

及肩关节外科专门训练的医生

来诊断，先明确病因再对症治

疗，否则就会造成漏诊、误诊和

误治。”

据悉，市中医医院运动医

学科是我市唯一的运动医学专

科，是陕西省运动与康复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宝鸡分中心，其

肩关节痛专病门诊诊疗范围

为：肩袖损伤、肩关节撞击综

合征、肩关节SLAP( 上盂唇)

损伤、粘连性肩关节囊炎等，门

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五全天、周

六上午，由杨红梅、王星等科室

专家轮流坐诊。

      （孙晓梅）

“作为一名医生，只有和患者

心连心，才能得到患者的信赖和认

可。”这是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赵思嘉接受采

访时说的一句话。

心血管疾病起病急、变化快，

考验医生的判断能力。在市中心

医院心血管内科，活跃着一群与时

间赛跑的战士，他们个个“身怀绝

技”，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出色的判

断力，能在最短的时间作出反应，

赵思嘉就是其中一位。

1982 年出生的赵思嘉，虽然

年轻，却是同事们学习的榜样。一

提起赵思嘉，大家不仅为他勤奋

钻研、爱岗敬业的精神所折服，更

为他仁心仁术、心系患者的精神

所感动。

“为什么学医？这是你最初的

梦想吗？”

“其实我最初的梦想是做一

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但此后由于

我生了几次病，看了几次医生，就

觉得医生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从

那时起我就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

了向往。”

在与赵思嘉交谈中，笔者了

解到他的母亲是一名教师，一辈子

勤勤恳恳耕耘在三尺讲台上。受母

亲影响，他从小就喜欢读书。高中

毕业后，他选择学医。当时一些亲

戚朋友劝他，学医是一个漫长而艰

苦的过程，不仅要坐十几年的冷板

凳，读一大堆厚重的医学专业书，

等到熬出头，从医学生成为医生，

还要每天与疾病作斗争，实在太辛

苦。但赵思嘉不为所动，从他填报

志愿的那一刻起，他心底埋下的学

医种子就破土而出了。

时光的车轮碾出一道又一道

深深的轮印，在赵思嘉的身后，也

留下了彩色的记忆。在西安交通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本硕连读阶段，生

活虽然平淡，却是实现个人梦想的

关键时期，他日复一日，乐滋滋地

抱着厚厚的书本苦读。

经过不懈努力，2009 年他顺

利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

获得证书。当他拿到证书的那一

刻，心里是满满的幸福感。“医学在

不断进步，我需要了解最前沿的医

学知识，不断提高、精进自己的医

术。”虽然获得了医师资格证，但赵

思嘉对医学知识的求知欲丝毫没

有减退，他决定读博。

让赵思嘉念念不忘的经历，莫

过于读博的那段岁月，因为在完成

学业的路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

他克服困难经受住了挑战与考验，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苦”和“累”。

“读博的艰辛、压力和孤独，难以用

言语来描述。”赵思嘉说，可以说实

验室见证了他的成长，他一遍遍翻

阅文献，从中找科研课题，好不容

易找到合适的课题，通宵做实验，

两年半后，却发现实验结果和预期

相差甚远，当时自己焦头烂额。“我

特别感谢当时努力的自己，其实最

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是他不断

鞭策我、鼓励我重振信心。”赵思嘉

说，导师认真负责，治学严谨，给他

“满满的干货”，至今他都对导师心

存感激。

2017 年 10 月，赵思嘉一心想

回家乡效力，他顺利拿到市中心医

院的“入场券”，正式从一名医学生

转变成医生。从医期间，在急诊科

轮转的日子让他受益匪浅。

为了提高新入院医师的综合

素质及临床能力，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市中心医院制定入院前急救岗

位轮转制度，规定凡是新入院的医

师，必须在急诊科连续轮转 3个月

以上，要求他们在轮转期间熟练掌

握急救的基本技能，能独立完成各

类急危重病人的现场救治工作。

刚到急诊科，赵思嘉生怕自己

应付不来，内心焦虑不安。在急诊

科轮转期间，他对“急”有了更深刻

的领悟，因为这里“病情急”，需要

医生具备快速判断病情的能力。

3个月的临床实践，让赵思嘉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疗急重

症患者时他变得沉着冷静。他从最

开始的手足无措到最后的独当一

面，是通过治疗一个个急危病人锻

炼出来的。“许多心内科患者不仅

有心血管疾病，还有其他基础疾

病。在急诊科轮转，对我而言，不仅

拓宽了我对疾病认识的广度，还增

加了我对疾病认识的深度，让我快

速成长起来。”赵思嘉说。

轮转期间，赵思嘉还切身感

受到，急诊科的患者及家属“情绪

急”。他认识到，在给患者治病的过

程中，医生要具备与病人及家属沟

通的能力，要呵护患者，做患者的

“暖心人”。

对待病人，赵思嘉主张多一些

耐心和细心，这样才能理解患者的

心。在他看来，每个病人都是独立

的个体，医生在治病的同时，还要

了解他们的“故事”，这样才能帮助

他们重拾战胜病魔的信心。“语言

关怀比药物更重要。”赵思嘉说，他

给病人的第一味“药”就是关怀。为

了更好地了解患者、开导患者，平

时话不多的赵思嘉却经常主动和

患者及家属聊天，越来越多的患者

把他当成知心人。

5月 7日早晨，明媚的阳光洒

在心内科的病床上，赵思嘉边给

患者查体，边挨个询问。“大娘，现

在还胸闷吗？一定要多喝水。”“大

伯，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检查报

告出来了，别担心，没什么大问题，

过两天就能出院了……”一遍遍地

询问，一遍遍地叮嘱，是赵思嘉与

患者之间每天的沟通方式。

采访结束之际，赵思嘉说：

“今后我将在医学这条道路上继续

前行，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多

给自己一些信心，多给患者一点耐

心，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蔡家坡经开区岐山大道边 ： 

靓丽花墙迷人眼
5 月 8 日，笔 者 途 经 蔡

家坡经开区岐山大道时看
到，路边月季花争相绽放，组
成了一面“花墙”，吸引了不
少群众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这面花墙全长 600 米，
从渭北西路口开始，一直延
伸到凤凰西路口。”据蔡家
坡经开区管委会城管局绿
化办工程师董晔介绍，2017

年，为 了 提 升 岐 山 大 道 绿
化、美化效果，他们引进了
2400 株 藤 本 月 季，栽 在 路
边。这些月季不仅花期长、
花蕾繁茂，观赏性强，而且
抗病性好，适合城市绿化。
董晔说 ：“今年花开得最为
茂 盛，一 株 至 少 有 40 多 朵
花，加起来约有 10 万朵。”

温瑶瑶 摄

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

今年 5 月 8 日是第 74 个
世界红十字日。当天，我市红
十字会在陈仓园市民中心广
场举行以“关爱生命，‘救’在
身边”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全市 10 余家医疗

卫生单位现场开展急救知识普
及、义诊、健康咨询等活动。红
十字会专业人员还进行了心肺
复苏急救演示，并指导群众参
与体验，让大家掌握简单实用
的急救技能。本报记者 黎楠 摄

本报讯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

光鲁冰花……”这首《鲁冰花》人们耳熟能详，

但很多人没有见过美丽的鲁冰花。令人欣喜

的是，5 月 8 日，记者在市区东风路的绿化

带中寻觅到了鲁冰花的芳踪。 

东风路上，一株株酷似宝塔形状的鲁

冰花（见左图）静静地立在机动车和公交车专

用道的隔车绿化带里，花穗高的接近 20厘米，

低的才刚刚长出花苞，红色、粉色、黄色、紫色，

缤纷的色彩在车流中格外显眼。

“这些鲁冰花是我们今年4月份在东风路

试点栽种的，目前市区其他路段还没有。如果效

果好的话，我们打算在市区其他路段也栽种一

些，为城市增添更多色彩。”市城管执法局绿化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鲁冰花

又叫羽扇豆，花期较长，色

彩丰富艳丽。目前他们在

东风路上栽了5000余株，

点状分布在沿线的隔车绿

化带内，一共有300平方米

左右。    本报记者 李晓菲  

5 月 7 日，宝鸡植物园月季园花开正艳。
占地 17 亩，近 300 个品种，约 3.5 万株大花、
丰花、藤本、花球、树状月季向游人展示了一
个缤纷的“月季王国”，精心布置的各种形态
的月季，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特色景观。 

宝鸡植物园近些年引进的新品种月季
经过园艺师的精心培育和养护，今年景观效
果达到了最佳。多种颜色的月季花交相辉
映，花香扑鼻，令人陶醉。  

本报记者 孙海 摄 

渭滨区在全市首家推出便民措施 ——

新生儿出生四证一次联办
本报讯 5 月 8日，家住渭

滨区石鼓镇相家庄村的薛少

博，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次

性办理的小孩出生医学证明、

预防接种证等证件（见上图），
非常高兴。当日，渭滨区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四证联办启

动仪式在市妇幼保健院举行，

薛少博是我市第一个享受该

便利的家长。

为贯彻落实国家“一网一

门一次”改革，解决新生儿“出

生一件事”多环节、多处跑、多

次跑等问题，渭滨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联合区卫健局和公安、

人社、医保等部门，在市妇幼保

健院产科和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公共服务大厅，全市首家设立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四证联办

专窗。在启动仪式上，相关部门

负责人宣布，即日起，凡是家庭

户口在渭滨区，并且在渭滨区

助产机构出生的新生儿，家长

就可在联办窗口为其办理出生

医学证明、新生儿户口登记、新

生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登

记、新生儿预防接种登记事项，

两个工作日内办结。此外，原先

需递交的多份材料也精简为

“一证一本一表单”（出生证、户

口本、《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一

次办”登记表》），让群众享受实

实在在的便利。

“以前朋友的孩子出生

后，家长为了给办理各种证

件，需要跑好几个部门，多次

提交相关材料，花一周甚至

两周时间，很不方便。”薛少博

说，目前他在外地工作，孩子

在 5月 3日出生后，他一次性

就办完了“四证”，太方便了。

本报记者 马庆昆

百姓
注关

赵思嘉给患者查体

心内科的暖心人
—— 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赵思嘉

温瑶瑶

新闻暖

宝鸡植物园 ： 

月季盛开迎游客

市区东风路 ： 

街头绽放鲁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