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2 关注
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

编辑：王红 美编/组版：于海员 ·今日烟台

是是是是王王王王大大大大夫夫夫夫救救救救了了了了我我我我一一一一命命命命
威威海海市市民民致致电电本本报报强强烈烈推推荐荐王王义义善善为为““烟烟台台名名医医””

患者为大
为看诊顾不上开会

从医这么多年，王义善因不能
按时参加甚至不参加院会，引来院
里医生的非议。“多数情况下，只要
有患者在，我就不能去开会。”王义
善说，患者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
易，面对患者的病情，家属焦急等
待解答的情绪可想而知。”王义善
用“不忍心”三个字形容他对患者
家属的感情。

同事评价王义善说，工作起来
像架机器。有一次中午12点多，看
完最后一个病号，王义善匆匆去买
饭，在等餐过程中突然想起一位患
者去做检查还没回来，与餐馆打了
招呼后他赶忙往医院跑。

这一辈子因为工作，亏欠家人
太多。女儿准备考高中时，王义善
终于答应女儿参加一次家长会，但
忘记了女儿所在的班级。“刚想给
家人打电话确认，看到旁边教室里
女儿的物理老师在讲台上说话，便
偷偷溜了进去。”王义善回忆，待家
长会开完，询问女儿的情况时，才
发现女儿在隔壁班。

本报记者 宋佳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冬)
12月2日，从山东省莱州市

供电公司获悉，该公司
今年以来根据经济形
势的变化和城乡居民
服务需求的提升，主
动转变电费回收观
念，创新电费回收手
段，加强电费回收风险

预警管理。

创新手段确保电费

回收“颗粒归仓”

昔昔日日男男护护士士变变身身““医医坛坛怪怪杰杰””
解放军第107医院主任医师王义善，将低位直肠癌治愈率提高到82%

相信没几位患者知道，现
在医术精湛的王义善年轻时
只是野战医院一名普通的男
护士。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
力、没日没夜的学习成就了现
在的医学地位。因为想象丰
富，大胆创新，屡出奇招，他被
尊称为“医坛怪杰”。

“下定决心学医要从1973

年在野战医院当护士说起，白
天跑去看医生问诊，学习临床
经验，晚上就在灯下整理资
料。”王义善回忆说，他自学了
内科学、外科学和中医理论研
究，学习笔记积累了厚厚的一
大摞。

终于，3年后，王义善被保
送到军校医学专业，并以全校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
1984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他白
天工作晚上学习，终于考取了
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1989年毕业后来到了解放军
第107医院肿瘤诊疗科。就是
在这里，他结合中医理念，开
创性地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治
疗癌症的想法，也确定了今后
研究的新方向。

1 9 9 6年1 1月1 2日，央视
《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新闻：
第107医院肿瘤科军医王义善
在世界医学界首次取得“多联

应用RF全身热疗并SFR治疗
肿瘤的临床研究”等课题成
果，使中晚期癌症不再是不治
之症，特别是他采用“联合放
疗腔内外加温药物灌注法”综
合治疗低位直肠癌，使治愈率
由50%提高到82%，让人类在
征服低位直肠癌的道路上看
到了曙光。

1999年底，他的这项研究
成果在悉尼一次国际医学学
术大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之
后，他又在国内首先研发了

“γ线靶向适形调强治疗系统
IM -CR”，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采访中，谈起医患矛盾，
王义善也有无尽感慨。他认
为，没有医生故意想和患者
过不去，都是真心实意希望
能减轻患者的不适，希望他
们能早日康复。多数患者也
都很理解，但也有极个别患
者存在一些不良想法。

记得是2000年前后，福山
一位出租车司机黄磊 (化名 )

因肺癌晚期找到王义善治
疗。经手术、辅助治疗效果很
明显。“建议他再接受中医疗
法巩固手术效果，但患者和
家属第二天就离开了医院。”

王义善说，当时他还有些担
心。没想到，没过几天，黄磊
和妻子拿着一张CT片子找到
王义善说，“手术效果不理
想，要求医院给他 5 万元赔
偿”，并在病房里吵闹起来。

王义善带着黄磊重新拍
了一张片子，结果并未发现周
围组织病变，黄磊一看“露馅”
了，不得不说出实话：家里为
他治病花了不少钱，本来想装
病讹点钱，不想却被发现了。
这件事让王义善很伤心。

几年后，黄磊由于没接
受后期治疗，导致癌细胞转

移。这次黄磊再次找到王义
善，刚见到王义善就“扑通”
跪下了，泪流满面地反思自
己曾经的种种不是，恳请王
义善能再救他一命。“这位患
者 虽 然 可 恨 ，但 也 可
怜，身为医生怎可见
死不救！”王义善
叹口气把黄磊扶
起 来 ，治 疗 期
间，黄磊病情再
次得到有效控
制。出院时，黄
磊 抱 着 王 义 善
泪流满面。

■名医成就

从男护士干起

创新癌症疗法

■医患冲突

患者故意讹钱

他以德报怨救治

本报记者 宋佳

咽下半杯凉透的
浓茶，王义善一上午的
门诊工作告一段落。他
刚起身准备离开科室
去吃午饭，又有两拨患
者赶来。吃饭的时间一
再被推迟，1个多小时
后，同事给王义善热的
饭也凉了，他简单吃几
口就倚在沙发上休息，
因为下午他还要为患
者继续看病。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宋佳)

“我要推荐解放军第107医院肿
瘤诊疗中心的王义善医生。”1日，
本报接到一位威海市民的电话，这

位名为黄蓓蓓的33岁女士告
诉记者，来烟台

走亲戚看到本报寻找烟台名医活
动，决定打这通电话感谢将她拯救
于病痛中的王大夫。

时隔两年，感动依然存于脑
海。两年前，威海市民黄蓓蓓因脊
椎管里有14厘米长的血管瘤而四
处求医。求医过程中，她体内的血
管瘤仍在生长，渐渐压迫中枢神
经导致高位截瘫，血管瘤一旦破
裂或者病变，她随时都会面临生
命危险。北京、上海多家大医院医
生均表示无力回天，家人也渐渐
跌入绝望的深渊，无奈踏上了返
乡路。

回家之后，所有人都忙着为她
准备后事，但她的母亲姜女士依然
不放弃，四处打听治疗肿瘤的“名
医”。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姜女
士打听到，曾经有位被判定只有3

个月可活的直肠癌患者，经解放军
第107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王义善医
生治疗后一直健在。这让母亲

和家人都看到了一丝希
望。

“北京、上海的专家都没办法，
烟台的医生能行吗？”姜女士说，虽
然当时心里也有迟疑，但还是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带着女儿来到解放
军第107医院找到了医生王义善。

王义善观察完黄蓓蓓的病情
后，为安抚患者，只说“不算啥大
病”。直至私下与患者家属沟通时，
他说出了内心的担忧：没有太大把
握，毕竟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但
这位患者还年轻，也许可以赌一把。

“当天下午去的医院，第二天
早晨就拿出了治疗方案，那是王大
夫熬了一整夜制定出来的，来病房
时他双眼通红。”黄蓓蓓说，这让她
非常感动，也由此很放心地将自己
交给王大夫医治。

令人惊讶的是，治疗第4天，
黄蓓蓓在小便时突然发觉腰

部 可 以
发 力 。在 母 亲
的搀扶下，黄蓓蓓奇
迹般地竟然可以下地走路
了。“当时我和母亲抱在一起
痛哭流涕，长时间的压抑情绪
随着泪水倾泻而出。”

治疗第5天后，黄蓓蓓可以
行走了。“这真是躺着进来走着
出去。”姜女士笑着说，现在开
车、家务什么都能做，女儿和正
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女儿能有
今天，都是王大夫的医术好，一
家 人 这 两 年 来 一 直 感 激 在
心。

王义善带着医护人员到病房查看患者病情。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王义善，解放军第107医
院中西医结合肿瘤诊疗中心
主任，主任医师，滨州医学院
附属医院内科教研室主任，博
士生导师，国家中西医肿瘤重
点专科中心主任、全军肿瘤无
创诊疗中心主任。荣立三等功
9次，2006年荣立二等功1次，
被评为首届山东省杰出医师。

人物小传

寻找烟台名医

1 1月 2 7日起，本报开通
《寻找烟台名医》栏目，并在
全市公立医院范围内寻找烟台
名医。目前推荐情况良好，欢
迎市民和读者继续发送短信至
1 5 0 6 3 8 3 1 0 7 9，将自己认识的
“名医”推荐给我们，医院、
医生可以自荐。

从医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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