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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风险，将30岁女子

从“鬼门关”抢了回来

1980年报考医学院之初，
于群涛的想法很简单，希望农
村的亲朋好友看病能更加便
捷。但毕业这么多年这个小愿
望没实现，一心为患，将病人放
在心里，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
想成了于群涛的座右铭。在于
群涛看来，这是医者的本分也
是一名医生最该有的爱心。以
此自励，于群涛在攻克疑难脑
血管病的路上从不敢懈怠，也
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初心和勇担
风险的魄力才顺利从“鬼门关

“将一名患者救回。
30岁的陈女士出现头痛、

呕吐症状近一周并逐渐加重，
在家人的陪伴下赶到烟台山医
院时已出现意识丧失、肢体抽
搐等情况，危在旦夕。颅脑CT
提示脑出血，但无高血压等常
见诱发因素怎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于群涛经过仔细排查，终于
找到“真凶”，原来是颅内静脉
窦血栓惹的祸。

于群涛主任介绍说，颅内
静脉窦血栓是发生于静脉系统
的血栓，与动脉血栓不同，这是
神经系统非常凶险的疾病，死
亡率及致残率很高，且因术中
会发生肺栓塞的风险非常高，
给患者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
胁，国内也少见这类手术。但当
时患者家属对于群涛极为信
任，看到患者命悬一线，于群涛
果断与烟台山医院介入医学科
孙殿敬主任联合，顶着风险为
患者进行高难度的静脉取栓治
疗。经过一段时间的后期对症
治疗，女子意识逐渐恢复，住院
不到两周后康复出院。无以表
达这份感激，后患者及家属还
特意到医院送来锦旗表达心
意。

神经内科多见焦虑症、抑
郁症患者，不能及时明确诊断
会让患者走很多弯路。因于群
涛主任的“慧眼”，困扰一位患
者多年的疾病被治好。日前，荣
成一中年女性因胸闷、心慌，烦
躁、多汗等症状，曾在当地及青
岛等多地被诊断为冠心病、植
物神经功能紊乱。但经多方治
疗，均不见好，还逐渐失去了劳
动能力。

慕名来到烟台山医院，于
群涛主任详细询问病史后认真
为其检查，最终将其确诊为焦
虑症，通过不到两个周的心理
治疗及合理的药物治疗，其症
状即基本缓解，一年后完全治
愈，也逐渐恢复了工作能力，顺

利返回职场。

恪守金规、严而有道打

造过硬的技术团队

深耕临床33年，于群涛和
他的团队全心全意用爱行医，
为无数患者和家庭带去了健
康和幸福。这份不错的答卷背
后是诸多汗水和心血凝结而
成。熟悉于群涛的同事都知
道，他行医有“金规”，将病人
的需求放在心上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前提下掌握扎实基础
知识，并要学习其他专业的知
识以博采众长，同时还应做到
实时更新知识库和善于总结，
看似简单和容易的几点做起
来却不容易。

跟随于群涛主任学习多
年，烟台山医院神经内科医生
马丽丽印象最深的是他“过目
不忘”的能力，不仅对临床医学
知识、各种疑难病、少见病的诊
治指南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对病人的病情变化、化验检查
单的结果几乎过目不忘，能随
时和患者家属进行有效沟通。
内科诊治最常见的医疗器械听
诊器对于群涛来说也是有用的
宝贝，只要用听诊器一听他就
能迅速分辨出是否有颈动脉狭
窄，这也让很多年轻医生钦佩
不已。

“没有什么诀窍，都是多年
临床实践积累的经验和多用心
就能做到。”在于群涛主任看
来，扎实的基本功是第一位的，
看病不能等同于修机器，因为
没有返修的机会所以要格外用
心。此外还应避免“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在精于神经内科专业
之外应对所有专业的医学知识
都了然于心。

繁重的工作之外，悉心教
授年轻的大夫也是于群涛的一
大要务。在烟台山医院，于群涛
的严谨苛刻是出了名的。但他
以身作则，悉心传授，把诊治疾
病的“真功夫”手把手地传给学
生，让学生们心服口服。尤其在
病人的病情和化验检查情况时
容不得一丝马虎，于群涛还时
常教导年轻医生要注意“回头
看”，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
同时要多查资料，在查询中结
合临床实践，将二者有效结合。

但这样一个让年轻大夫
“打怵”的于群涛在对待病人和
家属时却是另一副模样。他细
致入微，耐心亲善。会一遍遍不
厌其烦地给家属解释病情、治
疗方案和手术风险，力争为患
者提供最安全有效又稳妥的治
疗方式，是很多患者的贴心人。

从医多年，于群涛对自己的要
求是将病人放在心里，把病人
当成亲戚去医治，去帮助。

时间就是生命，争分夺

秒治疗脑卒中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在为
患者诊疗的过程中，于群涛从
不敢有一丝懈怠。但接诊大量
脑卒中患者的同时，他也感到
心痛。于群涛主任告诉记者，脑
卒中可防可治，在未患病之前
预防危险因素，将高血压、糖尿
病、心脏病(特别是房颤)、高脂
血症、吸烟、酗酒、肥胖、高同型
半胱氨酸血症等扼杀在摇篮
里，才是真正能给广大市民带
来福音的举措，为此他和同事
一直在路上。

1 0月2 9日是世界脑卒中
日，脑卒中又称脑中风，是高发
病率、高致残率、高致死率、高
复发率、高经济负担的“五高”
疾病，是导致中国人死亡的第
一位死因。许多脑卒中患者由
于未能及时治疗，致残致死，甚
至因病致贫，整个家庭陷入水
深火热之中。

于群涛主任提醒市民，当
患者出现脑卒中症状时，一定
要“快”，快速拨打120，送到有
急救能力的医院，在发病4 . 5小
时内，是否能及时送到医院，通
过溶栓或介入取栓早期开通血
管是决定脑卒中患者生死存亡
的 关 键 。快 速 识 别 中 风 的

“FSAT”口诀，F(Face):是否能够
微笑？是否感觉一侧面部无力
或者麻木？A(Arm):能顺利举起

双手吗？是否感觉一只手没有
力 气 或 根 本 无 法 抬 起 ？S
(Speech):能流利对答吗？是否说
话困难或言语含糊不清？T
(Time):如果上述三项有一项存
在，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20。

据悉，在烟台山医院每个
月约200名脑梗死病人中，仅有
18%的患者是在4 . 5小时内送到
医院，而80%以上的患者失去了
溶栓机会，只能保守治疗。而且
在4 . 5小时内入院适合溶栓的
患者中，采取溶栓治疗的仅不
足一半，其中除个别因为禁忌
症不适合外，大多是因为患者
及家属对医学的无知而拒绝溶
栓。

这样的数据和现状让于
群涛主任备感痛心，为了让
患 者 能 得 到 快 速 高 效 的 治
疗，于群涛和他的神经内科、
介入医学科、急诊科团队付
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365天
风雪无阻，日夜作战，全力将
患者从入医院门到用药开通
梗死血管的时间缩短至4 0分
钟，这一举措提高了脑梗死
患者的治愈率。

情系农村，到“家门口”

为父老乡亲看好病

胸有大医情怀，心系基层
百姓，于群涛主任经常深入长
岛、栖霞、海阳、莱州、荣成等各
县市区农村，指导当地医生诊
疗，他还经常深入“家门口”，给
农民和当地百姓义务看病，只
为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医疗。

在临床上，有许多来自农

村的患者经济贫困，于主任在
繁忙的工作中总是不厌其烦
地耐心解释，做心理疏导，并
采用最省钱、有效的诊治方
案，并尽力帮他们解决各种难
题，直到病人满意而归。当于
主任下基层医院时，总会遇到
许多瘫痪在床的脑血管病人，
于主任总是亲自动手给病人
活动肢体，教他们科学的康复
手法，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
量。

作为烟台市预防医学会脑
卒中预防与控制分会主任委
员，烟台市脑血管病质量控制
中心副主任，于群涛主任和他
的团队还致力于全市的脑血管
疾病规范化诊疗，足迹遍布烟
台各县市区基层医院，指导脑
血管疾病诊疗，提升基层的医
疗技术。

大爱无言，作为一名医
者，于群涛没有节假日，不论
何时何地，电话铃响起他都会
抛下一切赶回病人身边，半夜
到医院抢救更是家常便饭。作
为师长，他以身作则，无私帮
助基层医院，竭尽全力培养年
轻大夫，让精诚仁爱的医学精
神得以传承；作为医生，在国
家需要时，他毅然舍家别子两
年，远赴万里之外援坦，在恶
劣的条件下，护佑了异国人民
的健康；而作为家人，他却亏
欠妻儿和父母太多。但这份工
作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他随时
要做好和死神抢时间的准备，
责无旁贷他在医学之路上坚
定前行，成为广大患者的坚强
依靠。

用用爱爱行行医医，，治治愈愈脑脑血血管管病病人人万万余余人人
记烟台山医院神经内一科主任于群涛和他的团队

专家介绍

于群涛，烟台山医院神经内一科主任，主任医师，泰山医学院教授，山东省首届名医联盟委员、山
东省抗癫痫协会理事、山东省疼痛协会癫痫分会副主任委员、烟台市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烟台市预防医学会脑卒中预防与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烟台市脑血管病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兼
任中华医学会烟台高压氧与航海医学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致力于脑血管病的预防与治疗，对疑难脑血管病的诊治具有深厚造诣，在脑血管病的一、二
级预防，急性卒中的规范化治疗级神经功能康复等方面有独到见解。同时深耕癫痫病治疗，按照癫痫
发作的分类个体化施治。1999年至2001年，参加援坦桑尼亚医疗队，在木索马政府医院内科工作两年。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叶杏 邢守林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医学领域中患者间的口口相传比什么都重要，深耕临床33年，烟台山医院神经内一科主任于群涛很少有时间主动推介自己，但来

找他的病人却络绎不绝。因技术精湛、医德高尚，治愈脑血管病人万余人的于群涛成了疑难危重患者的“御用医生”。。

医者仁心，多年来于群涛主任用爱行医，在深耕本专业的同时对其他专业也了然于心，着力攻克疑难脑血管病难题。多多年的努力和付出，让他成为用

听诊器就能诊断出颈动脉狭窄的“慧眼”，帮患者快速治愈疾病的同时，也将患者的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点亮了无数数疑难危重患者的生命之灯。大医治未

病，在于群涛看来心脑血管病的预防更重要，这些年和同事一起在救病治人的同时，还致力于脑卒中的预防，给更多家家庭带去幸福和安康。

于群涛为患者检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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