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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
接触过孟箭的人都有这样
一种感觉，平易近人而不失睿
智，任何时候都是温文尔雅，让
人如沐春风。对待手术，他一丝
不苟，严谨和精细也感染着身
边的每一个医生和护士；而对
待患者他又非常谦和，极其注
重和患者的沟通，他说“病人的
要求其实很简单——
—少花钱，
看好病。医生不仅要掌握精湛
的技术，还要在看好病的同时
为病人省钱，这样才会赢得病
人的信任。”2
0余年的医学生
涯，孟箭从一名普通的口腔科
医生成长为享誉淮海经济区著
名的口腔颌面部专家，以他的
精湛医术让数以万计的人摆脱
了病痛，恢复了美丽容颜；用他
的爱心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
微笑着迎接生命的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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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的医术可以让一名医生获得赞誉，高尚的
医德可以让一名医生受人尊敬。然而面对这些，他
却这样说：
“钻研学术、治病救人是我的本职，只因
为我是一名医生！”他用他的淡泊名利诠释医生的
责任，他用他的仁心仁术让彭城百姓笑口常开。
他——
—就是“徐州市首届人民满意医疗卫生工作
者”、徐州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孟箭。

博采众长
—终结累累硕果
——

精于探索
—攀登医学之巅峰
——

孟箭 1
9
8
4年考取南京医科大
学口腔系，
刚入校时，他对于口腔的
认识也只限于拔牙、
补牙等这些“牙
医”的领域，随着课程的深入，他才
知道小小口腔里也有大学问，包括
口腔内科、口腔外科、修复、正畸等
多个学科，当好一名口腔科医生并
不是一件想象中那样简单的事。
毕业后，孟箭被分配到徐州市
中心医院口腔科，聪颖的天分加上
刻苦的学习使他很快成为同龄人中
的佼佼者。1
9
9
8年，孟箭又考取了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在这里，孟箭收获的不仅仅是医技
水平的提升，更受到了我国著名的
口腔医学专家、博士生导师郭伟教
授、邱蔚六院士和张志愿教授等大
师的熏陶，在口腔颌面外科的领域
上已经逐渐显露头角。多年寒窗苦
读，潜心钻研，孜孜以求，孟箭逐渐
成长为一名在学术上过硬、临床经
验丰富的口腔科主任医师并担任了
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
口腔科因为其接触的疾病特
点，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在门诊即可
以完成就诊，无需住院。也正因为如
此，很多医院的口腔科放弃了需住
院治疗的、风险较大的业务，敢于
“治大病”、
“开大刀”的口腔科越来
越少。而孟箭却逆之而行，
不仅将在
门诊可以完成的“口腔正畸”、
“微创
拔牙”、
“种植牙”
等业务做的有声有
色；在口腔科病房里，患有口腔颌面
部血管瘤、颌面部骨折、头颈部肿
瘤、唇腭裂等的患者也可以不用跑
到北京、上海等的大医院，在这里就
可以接受全面系统规范的治疗。口
腔科的病床数从刚开始的不到 1
0
张发展到现在的 3
5张床位，越来越
多的患有口腔颌面部疾病的病人在
口口相传中了解了孟箭，选择了孟
箭，知道了徐州市中心医院口腔科
的这位能动“大手术”专家。
由于口腔颌面外科主要治疗面
部创伤，患者多为打架、车祸等所
致，情况比较棘手，难度系数比较
高，并且及时的诊断与治疗相当关
键。节假日里，只要接到急诊电话，
孟箭 2
0分钟内就会赶到医院，迅速
为患者展开治疗。平日里，
更是主动
带领科室人员将上班时间提前到 7
点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的病人。

仁心仁术
—还病人一个美丽容颜
——
口腔医学所涉及的范畴与人
的“面子”息息相关，如果仅仅是
停留在“治好病”的阶段，而不顾
保留病人的容貌完整，那么即使
去除了生理上的疾病，也将同时
给病人的心理造成沉重的负担。
因此，孟箭立志：不仅要具备精湛
的外科手术功底，还要掌握一定
的整形外科功底。
一个因车祸而造成上颌骨骨
折、牙床缺失、满嘴只剩下十几颗
牙的危重病人，在外院治疗时口
腔里被缝了十几针，整个面部已
经严重变形。被送至市中心医院
口腔科后，孟箭为其制订了颌骨
修复、植骨、种牙等一系列手术方
案。但病人的牙床当时已经严重
受损，骨量不足，如直接种植成功
率很低。于是孟箭针对其困难种
植条件，先为其重新建立了一个
正常的牙床，再在这重建的牙床
上种牙，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患者
的咀嚼和吞咽功能，并且为其修
复了受损的面容。出院时，
病人的
脸上只有几条浅浅的印痕，完全
看不出是一位遭遇严重车祸的幸
存者。
4
5岁的张女士和宠物狗嬉戏
时被狗咬下了鼻子和上嘴唇，送
至医院时，上嘴唇被撕去一大块，
牙龈已经露了出来，并且鼻尖、鼻
背和人中处也有 不 同 程 度 的 缺
损。孟箭决定利用下唇瓣丰富的

血供，取部分临近的带蒂下唇瓣
转到上唇部修复上唇。唇动脉距
离皮粘膜仅 2
~3毫米，所以术中
一点点的不慎就会导致唇动脉断
裂。孟箭最终漂亮的完成了这一
唇瓣的转移并为其修复了所有的
缺损。出院后，
患者感激地对孟箭
说：要不是孟主任，我这后半辈子
都不知道怎么出门！
在医疗过程中，孟箭总是为
患者着想，让患者把钱用在刀刃
上，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
疗。一位年仅 1
6岁的车祸受伤
者，下巴骨折，孟箭查阅大量资
料，与同事反复研究，并征求国内
权威专家的意见，虚心向前辈求
教，向同行学习，最后采用牵引的
方式进行保守治疗，结果不仅治
好了病，且为病人减少不少风险
和费用。
2
0年来，孟箭在不断地总结
中提高着自己，
“口腔颌面部复杂
血管瘤的微创治疗”、
“ 骨折的微
创手术”
、
“ 颞颌关节病的微创治
疗”……孟箭一刻不停地在微创
治疗的领域探索，致力于用最体
面的治疗为患者解除病痛。
他说，
“对于患者而言，能够
体面的生存与生命的安全是同等
重要的，如果医生只站在安全的
层面上去救治病人，那么他将永
远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孟箭常对科室的同事说：
“既
然病人选择了我们三级甲等医
院，就一定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让
病人享受到符合综合性大医院的
高质量、高水平的就医服务。”
口腔颌面部肿瘤是口腔疾病
中的常见病，为了提高口腔肿瘤
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孟箭结合口
腔颌面部肿瘤特点，积极探索新
的疗法，他充分发挥综合大医院
的优势，组织多科室医护人员开
展口腔颌面恶性肿瘤的综合序列
治疗，制订并完成手术、化疗、放
疗、生物治疗等有序的综合治疗
方案，大大提高了口腔肿瘤患者
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
孟箭还在本地区率先开展了
正颌外科技术治疗睡眠呼吸障碍
和面部畸形、介入栓塞联合手术
等新方法，治疗复杂的血管瘤及
颅颌面外科切除颅底肿瘤等先进
水平的高难度的新技术，为疑难
患者解除了病痛。孟箭对医术的
精益求精以及对病人的负责态度
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作为一名科主任，每天的手
术、查房、门诊，大量的临床工作
占据了孟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
力，但无论多忙，他总要挤出一点
时间去钻研业务，做一些健康教
育工作。义诊、支农活动现场，总
是能见到他的身影；休息日、节假
日他风尘仆仆地走向农村、乡镇，
走进城市社区；六一儿童节,
他带
领口腔科医护人员走进幼儿园为
孩子们进行口腔健康检查；中秋、
国庆到了，他联合其他科室开展
“关爱健康、关爱生命、关注美丽”
等大型科普活动；在国际爱牙日
组织同仁走进学校、社区、军营宣
传口腔保健知识，还在广播电台、
电视台的健康栏目为广大听众、
观众现场讲解健康知识，耐心热
心回答公众咨询，为媒体认真撰
写各类科普文章。
孟箭带领的市中心医院口腔
科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敢于创新
是科室不竭的动力，口腔科里的
每名医生都有一个主攻的专业方
向，在口腔正畸等传统优势项目
继续做强之外，种植牙、口腔颌面
部肿瘤的综合治疗、脉管疾病的
治疗、口腔癌的靶向治疗、血管瘤
的微创介入治疗、根管治疗新技
术、微创拔牙、牙周病的系统治疗
等等一系列新的核心技术、拳头
产品正在有序地开展。正如他的
老师邱蔚六院士所说：
“ 在综合性
大医院里通常只能偏安一隅口腔
科，在孟箭这里却能够逐渐壮大，
不断发展，这是孟箭的骄傲，也是
徐州市中心医院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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