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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眼中的中心医院

镜头一

镜头二

微笑暖人心 真情待病人
患者王女士（口述）
现在的我，已是第二次化疗了，总共 4个
疗程，一次 5天。
有一天，我在家中绣十字绣，忽然觉得左
胸有些异常，自己检查了下，发现有个硬块，
我的心中闪过一丝莫名的不安，丈夫得知后
说：
“必须要去医院检查，什么都没有身体重
要哇！”
我的邻居以前是在某医院治疗的，丈夫
陪着我去就诊，到了那儿，那个医生没有给我
做任何检查，只是用手摸了摸，就说要手术治
—什么检查都没做，
疗。我和丈夫有些顾虑——
就说要手术？我们决定再去其他医院检查。
随
后，我们又去了离我家附近的一家医院，这里
的医生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结果仍然需要
手术治疗。回到家后，我和丈夫跟全家人商量
了一下，既然两家医院都说需要手术，
那就要
选择医疗技术好的医院治疗。在徐州市三级
甲等医院中，徐州市中心医院的技术、
住院环
境都不错，最终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徐
州市中心医院。
我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徐州市中心医
院，先是看到医生简介栏。
对于我们这些老百
姓来说，医院这么多医生，我们很难去了解，
所以，医生的简介是我们首先选择的标准。我
选择了曹苏生主任。还记得第一次见曹苏生
主任的时候，那天正巧曹主任休息，接到我们
的电话后二话不说骑车赶来，他微笑着搓搓
手，说：
“不好意思，手有点凉。”
就是曹主任这
轻描淡写的一个微笑、一句话，让我的内心滋
生无限的温暖。
曹苏生主任为我安排做了详细的乳腺检
查后，要尽快进行手术。回到家后，我独自在
屋里，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掉。第二天，丈夫
陪着我来到甲乳科办理住院手续，收拾好一

徐毓蔓（整理）

患者刘女士（口述）
徐毓蔓（整理）

切之后，张元红护士长给我送来了医院出的
内科、
外科科普书籍以及院报《新健康》。那个
时候我的心情很低落，不想说话的时候就会
翻阅这些资料，谁知我竟然看到了有关曹苏
生主任的多个报道以及曹苏生主任在科普书
发表的文章，顿时让我忐忑的心情平静了下
来。想了想最初见到曹苏生主任时的场景，
那
股亲切、贴心，又温暖了我，
平复了我的不安。
我抬头看了看身边的病友都喜笑颜开，看了
看走廊中忙碌不停的医护人员，
我终于释怀。
这里的人大都和我一样，可她们仍然可以这
么开怀大笑，
完全不像一个被疾病折磨的人；
医护人员认真负责地为病人打针、换药、量体
温，
为病人洗头、
擦身。这里有这么优秀的医
护人员，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曹主任很快
为我安排了手术。

来函
照登

李小蛋“历险”
记
文 蓝
钢针从孩子的脊椎管中抽出少部分脑脊液），
以确定有无脑炎。听完医生的话，
小蛋妈妈吓
得腿当时就软了，小蛋爸爸的脸也变了颜色。
孩子本来就瘦弱得像只小猫，怎么能再经得
起“腰穿”？
此刻，
小蛋的父母想到了市中心医院。他
们抱着孩子找到了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医
师徐晓军。徐医生仔细听家长诉说孩子发病
和治疗经过，
详细检查孩子心肺、口腔、咽喉、
脸部、手脚、屁股……然后认真审视外院带来
的血液化验报告，最后反复思考，确诊为幼儿
急疹，不需行“腰穿”，也不用再打抗菌药，到
时间自动会好转。
听到徐医生的诊断，一家人非常吃惊：这
样的病情，
咋不要用药呢？但是听了徐医生的
详细解释，心中才豁然开朗——
—原来幼儿急
疹是病毒感染，病程一般不过三五天，到时间
自动会退热，出了疹子就好了。徐医生说孩子
已经发烧 4天，
应该快出疹子了。
小蛋的父母遵照医嘱，药也没开就抱着
孩子回家了。不出徐医生所料，当天晚上小宝
宝的体温就开始下降，第二天出了一身红疹，
精神也恢复了正常，
一家人喜出望外。
事后他们感慨地说：
“看一名医生是不是
高明，不在于他对病情结论下的快、方法用的
多，而在于全面了解病人的情况，做出正确的
判断，提供科学的治疗方案。比较起来，还是
徐医生更高明！”

我是住在徐州市中心医院甲
乳科的一位患者，今年 2
8岁。起初
是我自己发现了那个小肿块，后来
到我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一检查，确
诊为纤维瘤。
我没有特地去选择哪位医生，
心想也就是随缘吧，中心医院的医
生都不错。那是第一次见到李昌文
医生，我们很好的交流，李昌文医
生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那时候，
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人很随和。
后来我被安排住院，实施手术
治疗。来到这个病房给我的第一感
觉就是好温暖，刚开始由于对这个
病不了解，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害
怕的，
可是这里的每个医务人员都
那么可亲，每个病人都那么快乐。
李昌文医生详细的为我讲解，并叮
嘱我许多注意事项，他每次见到病
人都是面带笑容，真好。
多年来，
因为信任，我的爷爷、
奶奶生病了，是在这里看病；我的
婆婆生病了，是在这里住院治疗；
我的儿子生病了，也是在这里治
愈。一直来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
信任。
我即将康复出院了，但是甲乳
科这个团队给我零零总总细碎的
感动会一直留存于心间。

手术非常成功。曹主任每天来查房的时
候，
都会详细的询问我的状况，
确定我一切都
好的情况下，才会安心的离去。出院以后，丈
夫带着我去北京的 3
6
9医院求证术后的效
果，那位专家给曹苏生主任打电话沟通关于
我术后的治疗，
并认可我的手术效果。
现在我回到徐州市中心医院继续术后治
疗，在我的心里，完全没有了最初时的担心、
不安，这一刻，我只想说：
“来到了这里，我一
切放心，
我一定会完全康复！”
这是这个温暖
的大家庭给予我的乐观；这是医生的医术精
湛和医德高尚，
让我可以完全的信任。我相信
只要医患多一些沟通，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
关！

就医故事

家住三堡镇的李先生的宝贝儿子李小
蛋，出生还不到三个月，突然发烧近 4
0
℃，持
续不退，一家人心急如焚，连夜包车到市内一
家大医院就诊。医生做了检查后，
诊断为呼吸
道感染，给开了抗菌素和退热药物打点滴。可
是连续挂了 4天水，
高热仍然持续，小宝宝像
晒蔫了的小苗，爸爸妈妈慌了手脚，爷爷奶奶
急得掉泪。医生则考虑如果再挂两天水要是
还不能降温，就给做“腰穿”
（即腰椎穿刺，用

因为信任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对医院的感激之情
NI
CU的全体医护人员，在此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对于你们对患者的精
心医护、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感言如下：
耄耋之年
速至贵院
转入 N
I
CU
精心医治
护士护理
不是亲人
年迈体衰
五位医生
统筹兼顾
稳定病情
古彭医界

突发脑梗
竭力抢救
重症监护
细心护理
周到细致
胜似亲人
长期卧床
齐心协力
掌控全局
康复在即
堪称奇迹

梗在主干
妙手施治
全体医护
医生医术
对待患者
家属心情
肾脏衰竭
制定方案
邀请中医
肌酐指标
略表数语

万分危急
生命保全
全心全意
甚为精湛
如同家人
感动无语
又现危急
千方百计
辨证施治
接近常值
谨笔敬之
NI
CU患者
2011年 12月 21日

郝娴娴，好闺女！
中心医院普外科的全体医护人员:
你们辛苦了!
9月 8日中午 12点左右，
13床患者
正在进行化疗注射,突然发生造口袋外溢
大便,
弄得全身都是,
自己十分尴尬。就在这
时，护士郝娴娴同志走了过来，那真是不
怕臭、不怕脏，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自己亲自动手，又是擦、
又是洗的，一会儿，
就把一个患者打理的干干净净。
这种解病人所疾，解病人所难的精神，
令人十分感动，真是做得比自己的孩子还
无可挑剔。
13号、14号、15号床病友
2011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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