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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等等到到病病人人安安全全我我不不会会离离开开””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产科主任李楠：因为热爱所以付出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悦

最忙的时候

一天17台手术

从1990年毕业后分配到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2 8年
来李楠从事的一直都是产科
临床工作，许多人都觉得妇
产科医生太辛苦、风险大，不
愿从事这份工作，李楠却一
直都在这个岗位上“累并快
乐着”。

李楠的日程表永远都排
得满满的，正常情况下每天
下午都要加班一个小时。光
是大大小小的产科手术，最
多的时候一天要做1 7台，从

早上进手术室，晚上7点才出
来，中间留十分钟匆匆忙忙
吃几口午饭，有时轮到她值
夜班，一晚上还能做1 3台手
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有
的年轻大夫都累得直不起腰
来，5 2岁的李楠还在打起精
神坚持着。

给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台
手术发生在2004年春节的大
年初四，一位得了凶险性前
置胎盘的产妇被送到了李楠
这里，这个产妇原本要在节
后去济南做手术，谁知还在
家中就开始流血不止，情形
十分危急，李楠当机立断，立
刻为她做好手术的准备。“那
时我们医院的介入科还没法
配合做这样的手术，只能我
们妇产科自己上，没想到的
是孩子取出来了，产妇却开
始大出血，血压大幅下降。”
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李楠
指挥着手术室的七八位医务
人员抢救，终于挽回了产妇
的生命。

“病人救活了，我们医生
也像濒临死亡时又活过来一
样。”李楠说。她的心情始终
伴随着病人的状况起伏着，
手术台上每一秒她都在和死
神顽强搏斗。

李楠说，二胎政策放开
后，高龄产妇增多，流产、胎

盘早剥、糖尿病、高血压等病
症出现十分频繁，光她接收
的前置胎盘病例每周就有三
四个。4月7日下午4点，一位
前置胎盘产妇在手术后出现
大出血，正在开会的李楠闻
讯立即来到产妇身边，轻声
对她说：“你别担心，不等到
你安全我是不会走的。”果
然，她寸步不离地守了整整7
个小时，直到观察产妇凝血
功能无大碍后才回去休息。

这份工作

越干越离不开

作为产科主任，李楠不
仅要救死扶伤，还要管理好
医疗团队，共同给病人提供
最佳的治疗服务。因此即便
在家里休息，从早上开始她
的电话从来没断过，这个病
人需要输血她联系血库，那
个病人家属有疑问她耐心解
答，“往往回到了家，却比上
班还忙。”李楠说，她早已养
成了十几年永不关手机的习
惯，为了能及时赶到病人身
边，她甚至还把家安在了医
院对面的小区，随叫随到。

“我就是热爱这份工作，
越 干 越 离 不 开 ，越 干 越 喜
欢。”李楠说，产科的工作让
她感到非常快乐，虽然辛苦

劳累，多年来李楠却一直甘
之如饴。在同事们眼中，李楠
是个积极负责、充满活力的
医生，年轻乐观的心态、高水
平的医术使她得到了来自病
人和同仁的一致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在守护
母婴安全上，李楠所在的滕
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也走在了
前列，是全省最早开展脐血
公共库采集的医院之一，去
年 这 里 采 集 了 脐 血 公 共 库
300多例，被病人使用的有20
多例，采集和应用脐血治病
救人的观念在这里已经深入
人心。

多年努力也让李楠获得
了回报，如今她和医院的产
科水平在枣庄地区已经拔得
头筹，产科医学技术和大城
市相比也毫不逊色，凡是当
地有高危危重产妇都要送到
这里救治，没有什么病症是
她不能应对的。“这种成就感
也在鼓舞着我继续往前走。”
李楠说。

““听听到到第第一一声声啼啼哭哭，，幸幸福福无无比比””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宋兰芬：对每一位孕产妇负责

文/片 本报记者 吕增霞

为孕产妇提供

全方位人性化服务

宋兰芬1989年7月于潍坊
医学院毕业，毕业后，在东营市
垦利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至
今。29年的时间，她用自己无私
的爱心、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
德、熟练的技能在妇产科这个
岗位上，无怨无悔地默默奉献
着，解除了无数患者的病痛，挽
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赢得了
无数患者的尊敬和爱戴。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
后，面对数量激增的孕产妇，宋

兰芬带领科室医护人员，不断
学习新技术、新技能，优化服务
质量，拓展服务内容，从孕前、
孕中、产后为孕产妇提供全方
位立体化服务。

宋兰芬介绍，五六年前，科
室就引进了无痛分娩仪，为的
就是加快产妇产程，降低产妇
的疼痛。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
高龄孕产妇明显增加，高危孕
产妇也随之增加，妊娠期糖尿
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危害
孕妇的健康，同时也影响胎儿
的正常发育，为了有效降低妊
娠风险，她带领产科团队，加强
了孕妇学校建设及开展线上孕
妇学校，对每一位就诊孕妇进
行风险评估，规范、细致进行孕
期检查、保健知识宣教、产后康
复指导等全方位一条龙服务。
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孕产妇，
宋兰芬都把科室和自己的电话
给患者，只要患者需要，可以尽
快找到她。有时候碰到一些困
难的家庭，她还组织科室的人
捐钱捐物。

做好“传、帮、带”

不断充电学习新技术

2015年宋兰芬作为山东省
第八批援疆医疗专业人才，积
极响应上级的号召，踏上了远

赴新疆喀什疏勒县的征程。在
新疆什喀疏勒县人民医院，她
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上的不适
应，援疆期间，工作中忠于职
守，尽心尽责，利用自身的优
势，充分发挥援疆医生职责，使
援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完成每天的病房、门诊
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传、帮、
带”作用，将妇产科专业的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规范与临床
思维传授给当地医院医生，制
定教学计划，定期进行业务讲
座，规范妇产科就诊流程，开展
了多项新技术，毫无保留地将
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给疏勒的
妇产同行，架起了垦利、疏勒两
地和维、汉两个民族之间友谊
的桥梁。援疆结束，她获得“新
疆喀什地区疏勒县优秀援疆人
才”及“山东省优秀援疆支医工
作者”荣誉称号。

作为妇产科医生，不但要
关注新生儿的安全，也要关注
孩子的健康成长。在妇产科，脐
带血作为“变废为宝”的一项生
命资源备受关注，工作中经常
有孕妇及家属问及脐带血储存
及应用价值等相关问题，她都
会解答脐带血储存益处。2017
年她采集的一份脐带血成功应
用到一名白血病患儿的治疗
上，患儿得以救治。

虽有辛苦

但更多的是自豪和光荣

2017年的一个晚上正值宋
兰芬值班，一个孕妇就诊，自述
感觉两天没有胎动，胎心不好，
宋兰芬立即为其做胎心监护，
结果发现胎心监护几乎没有反
应。情况危急，赶紧手术！

争分夺秒，宋兰芬为其成功
实施剖宫产手术，由于胎儿在宫
内缺氧时间比较长，抱出来之后
没有呼吸和心跳，她又立即组织
医护人员抢救新生儿，当听见孩
子的第一声啼哭时，宋兰芬激动
地差点流下眼泪，“虽然工作了29
年，接生了几千名孩子，但每当看
到一个健康的孩子平平安安地来
到这个世界，心里的幸福和自豪
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宋兰
芬说，从医29年，成功抢救了几百
名生命垂危的病人，她感到无比
欣慰及自豪，感到自己从事的职
业无比神圣。

从医29年，东营市垦利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宋兰芬始终把母婴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认真对待每一位孕产妇，无论是严严寒酷暑，无论
是白天黑夜，只要病人需要，只要科室需要，一个电话，一声呼唤，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抢救病人。这些年她的的家搬过多次，但总是在不远于
医院两三公里位置，为的就是病人需要时，尽快赶回医院，保障母婴平安。

专家简介
李楠，主任医师，济宁

医学院兼职副教授，现任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产科
主任。发表论文10余篇，主
编专著1部，主持科研课题
获枣庄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被评为医院优质服务
先进个人、善国名医、市卫
生系统先进工作者。2012
年荣获滕州市职业道德模
范“双十佳”标兵、滕州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滕州市
及枣庄市两级政府三等
功。

从事产科工作28年，她的日程表永远都排得满满的，她的手机永远24小时开机。手术台上，她抢救下无数条鲜活生命；病床前，她是寸步不
离的守护天使，不论再苦再累，她都甘之如饴。

专家简介
宋兰芬，女，妇产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大学本
科，从事妇产科医疗工作
29年。东营市围产医学会
委员、东营市医学会妇产
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滨州
职业学院兼职讲师。多次
荣获医院先进个人、十佳
医生，垦利区“三八红旗
手”、垦利区卫生系统先进
个人、山东省优秀医保医
生、山东省优秀援疆支医
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李楠心中最放不下的

就是母婴的安危。

▲又一个宝宝平安降

生，宋兰芬高兴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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