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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的地方就有阳光，有阳光的地
方就有希望。

市第五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就是一
个充满爱和希望的地方，这里有一群默
默奋战在精神卫生战线的医护人员。他
们因责任而坚守、因热爱而奉献，他们不
畏艰辛、精益创新、勇攀高峰，为患者驱
散心间阴霾，还给生命灿烂晴空，让一个
个家庭重获幸福。

他们是心灵的守护者，虽没有万丈
光芒，但始终温暖有光，照亮了患者的

“回家之路”。

以心换心 把患者视作亲人

“昨晚睡得好不好”“吃药之后有没有
不 舒 服 ”“ 安 心 治 疗 ，病 才 会 早 点 儿
好”……9月 10日，当柔和的阳光照进临
床心理科陪护病区，充满温情的“查房服
务”如约而至。医护团队不仅细心询问患
者病情，还关心患者的生活起居，从“嘘寒
问暖”中观察和分析患者的“心理活动”。

对他人而言，这里是避之不及的“恐
怖地带”，对医护人员们来说，这里却是
他们全力守护的精神世界。临床心理科
主任李彩芳说：“临床心理科成立于2020
年7月，是我市首家门诊和住院一体的心
理咨询和治疗的专业性机构，其前身是
开放病区，现在也保留了‘开放式服务’，
虽然住院患者都有家属陪护，但仍需医
护人员付出更多的爱心、耐心和勇气。”

不同于其他疾病，精神病患者往往
不认为自己“有病”，甚至抗拒治疗、拒绝
服药，有时会毫无理由地做出攻击行为，
拳打脚踢、辱骂威胁常在病区发生。即便
如此，医护人员也不曾想过放弃。护士长
张颖婵说：“如果我们再躲着他们，谁来
拯救他们的心灵？靠药物或许能治好病
症，却无法打开患者的心扉。”

在医护人员看来，精神病患者并不
像外界想象得那么恐怖，他们也有血有
肉，也能感受到尊重与爱。为患者做好服
务，不仅要表现在语言上，更重要的是体
现在行动中，必须把患者视作亲人。只要
付出真心、爱心和耐心，必将换来患者的
安心、放心与舒心。

深夜，一位老年患者的家属腹痛难
忍、恶心不已，紧急送入综合医院后被诊
断为急性胆囊炎，急需住院进一步治疗。
但是，子女都在外地，无法及时赶回来，
老人在忍受身体病痛的同时还担心身在
五院的老伴儿。

“放心，还有我们！”五院临床心理科
医护人员先是跑前跑后帮老人办理住院
手续，接着又扛起了照顾老人老伴儿的
重任，让其子女回到临汾后安心在综合
医院照料老人。子女再三向医护人员道
谢，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

事实上，医护人员待患者如亲人般
细心周到。对患者而言，这里不是冷冰冰
的病区，而是温暖的家。

精益求精 为患者解除病痛

治疗精神疾病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
过程。为了让患者早日康复，临床心理科
不仅在人文关怀上下功夫，还不断强化
技术优势，积极探索精神分裂症、双相情
感障碍、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
除了常规的药物治疗外，科室还引进了
先进的物理疗法，包括生物反馈治疗、无
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经颅磁刺激治
疗、脑部超声波治疗等。

9月10日9时，记者在临床心理科采
访时，听到生物反馈治疗室传出美妙的
音乐，原来是物理治疗科主任苏永仙正
在给患者治疗。他一边操作仪器，一边密
切关注患者的实时数据。根据屏幕上的
曲线图可以看出，患者紧张的情绪得到
缓解，整个人开始放松。

“患者通过治疗调整大脑的功能，有
意识地学习自我调节和控制躯体和内脏
生理活动。”苏永仙说，“这一特殊训练对
医患都是一个考验，医生要做好‘教官’，
帮助患者掌握这种方法，患者要从被动
变为主动去矫治自己的疾病。”

随即，苏永仙奔忙在功能不一的治
疗室之间，为不同的患者进行对症治疗。
在MECT室里，他利用高新技术给患者大
脑以适量脉冲电刺激，促进患者脑部代
谢重新达到平衡状态。他说，这就像电脑
重新启动一样，能有效治疗很多严重的

精神疾病。
一位50岁的妇女因孩子的学业出现

重大变故，长期处于抑郁、焦虑状态，进
而产生自杀倾向，甚至做出割腕举动。在
接受治疗时，她反复说“活着没有意思”，
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苏永仙找准

“病根”，为她量身定制了治疗方案。经过
15天的MECT治疗，患者告别抑郁、走出

“心魔”，特意送来锦旗，感谢医护团队让
她重获新生。

这样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一名十
三四岁的小姑娘受到刺激后，整个人处
于木僵状态，整日不吃不喝、不与他人交
流。经过系统治疗后，小姑娘病情很快得
到缓解，恢复食欲的同时愿意向父母敞
开心扉，再次背起书包回归校园，家长也
不再焦虑、无助和绝望。

这些年，通过物理治疗、药物治疗、
心理咨询、康复训练的组合治疗法，已有
不少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重新回
归社会、正常生活。正如小姑娘的父母所
说，这不仅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和心灵，还
挽救了一家人的希望与未来。

为爱守护 让患者走向新生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精神心理疾
病的发病率也在急剧上升。针对儿童、青
少年、中老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心理问题，
临床心理科不断打开思路、拓宽途径，对
患者开展针对性、全方位的心理咨询、辅
导和治疗。

某些精神疾病患者经常会出现大幅
度的情绪波动，前一秒还风平浪静，下一
秒就惊涛骇浪。13岁的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小文（化名）正是如此，她常常纠结于

“人间是否值得”，甚至在情绪低落时做
出自杀行为，在医院洗胃苏醒后，马上又
兴高采烈地嚷着要吃炸鸡、汉堡，“善变”
程度令家长痛苦万分。

在临床心理科治疗时，医护团队深
入探究小文的发病诱因，仔细梳理她的
成长历程，发现其父母的性格及教育理
念存在着差异。母亲性格内向，凡事谨小
慎微，却又向往洒脱与自由，一边“制约”
女儿的行为，一边又“放纵”女儿的思想。

“家庭问题常是儿童、青少年发病的
诱因，因此患者在治疗、康复过程中需要
父母做出改变、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健康
的氛围。在多方配合下，小文病情趋于稳
定后已回归校园。”李彩芳由此感叹，“治
疗精神疾病，不仅仅是医患之间的事儿，
还需要家庭一同参与。我们定期组织讲
座、座谈会，让家属真正从内心接受、包
容、理解患病的家人，用爱用心帮助患者
走向康复、走向社会。”

采访中，不时有患者主动来找医护
人员聊天，走廊里不时回荡着欢声笑语。
38 岁的患者小赵（化名）是一名“老病
号”，他虽有一技之长却不敢面对社会，
更不敢去找份工作。在参加小组团体心
理治疗时，医生让他和病友蒙着眼睛去
跨越前方的一条绳索。他们迟迟不敢迈
出第一步，生怕被绳索绊倒。谁知摘下眼
罩那一刻，却发现绳索早已撤走，他们真
正不敢跨越的是心理障碍。

“其实，向前走并不一定会遇见想象
中的困难与障碍，战胜自我就可以战胜
困难。我一定好好接受治疗，等病情稳
定后，凭借一技之长去找一份喜欢的工
作……”小赵这番话令医护人员欣慰不
已，这就是他们最想看到的，患者有勇
气、有信心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在精益求精、提升技术、造福患者的
道路上，临床心理科医护团队从未止步，
他们勇于探索、不断攀登，用仁心仁术守
护“心灵家园”，让越来越多的患者从“黑
暗”走向“光明”。

“平阳优专科”就是对他们辛勤付出
的最好褒奖。李彩芳说：“如今，人们对心
理健康越来越重视，我们随之面临着更
多、更难的挑战。我们将不忘初心，坚守
在抚慰患者心灵的第一线，不断加强学
习、更新知识，引进先进技术，提升治疗
水平和服务能力，为谱写科室发展的新
篇章而努力奋斗。”

本报讯（记者 闫晏宏）日前，临
汾市中心医院慢性肾脏病全程管理中
心（CKDMC）成立，这是继省人民医
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后建成的
全省第三家管理中心，也是地级市医
院首家管理中心，标志着该院慢性肾
脏病诊治水平和管理水平向更高台阶
迈进。

市中心医院慢性肾脏病全程管理
中心（CKDMC），包含肾病内科门诊、
健康宣教室、慢性肾脏病管理室，并配
备有自助尿检机及自助食谱机，将通
过高效便利的一站式全病程管理解决
方案，让患者能够在早期通过筛查发
现疾病，及早接受规范的治疗并进行

有效的全病程管理，降低透析和肾移
植风险，降低整体治疗费用，减轻患者
负担。

慢性肾脏病全程管理中心（CKD⁃
MC）项目由国家肾脏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刘志红院士
指导建立，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
会主办，旨在推动慢性肾脏病全病程
管理的标准化及诊疗的规范化，强调
疾病防治以预防为主，实现早期筛查、
规范诊治和长期管理，进一步改善慢
性肾脏病患者预后，延缓疾病进展，提
升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以最终
满足慢性肾脏病患者追求美好生活的
愿望。

前不久，洪洞县赵城镇一名
6岁的小姑娘，无故发烧长达两
个月，让家长着实担心了一把。刚
开始就诊于当地诊所，被诊断为

“感冒”，间断口服感冒药物治疗
一个月，体温升降反复。随后辗转
多家医院，最终在北京儿童医院
确诊为布氏杆菌病，后转回临汾
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一科
进行治疗。

查清原因后才知道，得这个
病竟然与羊奶有关！

这事还得从 5个月前说起。
当时，小姑娘的父母觉得羊奶有
营养，就给孩子定羊奶喝。刚挤出
来的羊奶是温热的，妈妈就直接
让孩子喝。有时羊奶凉了就放到
蒸笼里温一下喝，没想到孩子有
一天毫无征兆突然发烧，所幸经
过医治，得以痊愈。

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
一科主任杜秀芳说，小女孩感染
布氏杆菌病，因最常出现在羊身
上，所以又叫“羊布鲁氏菌病”。感
染布鲁氏菌的家畜是人类布病的
主要传染源，人可通过接触患病
的牲畜及其产品或其污染物而感
染。该病急性期以发热、乏力、多
汗、肌肉关节疼痛为主要表现，慢

性期多表现为乏力、关节损害，甚至出现精神症状。
患布病后多数患者只要治疗及时、措施得当，90%以
上可以治愈，个别患者未经治疗也可以自愈，但也有
些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易由急性转为慢性，反复发
作，迁延数年，甚至终生不愈。

布鲁氏菌有较高的抗灭活能力，在自然界中可
以存在很长时间，在水中能存活 70-100天，在土壤
中能存活 20-120天，在粪便、尿液中能存活 45天，
在肉、乳类食品中可存活 60天，在动物毛皮上能存
活 150天。而这位小姑娘就是因为喝了未经消毒处
理的生羊奶才感染了布病，导致严重后果。然而如此
可怕的布鲁氏菌对高温、紫外线、抗生素等却比较敏
感，尤其是对湿热抵抗力较差，在 60℃条件下存活
30分钟、70℃条件下10分钟可灭活，煮沸立即灭活。

杜秀芳提醒广大群众，饮用新鲜羊奶有感染布
病的风险，不要随意购买走街串巷小商小贩的羊奶。
在购买鲜奶时，最好自备盛奶容器，要“煮三沸”后才
可以放心饮用；加工肉制品时，生、熟肉的砧板和刀
具要分开，如有皮肤破损要戴手套，加工完后要用开
水烫洗厨具；牛羊肉制品要煮熟煮透，在撸串时，一
定要烤熟烫透；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肉制品和奶制
品。最后，要尽量避免孩子接触来历不明的动物，比
如流浪猫、流浪狗、小刺猬等，也尽量少接触家里养
的牲畜。这既能防止动物突然伤害，也能减少动物细
菌传播的可能。同时，尽量避免孩子吃生冷食物，尤
其是未经处理的生牛奶、动物内脏等。因为这类生食
中都含有细菌，有的甚至还有寄生虫。如果有家人或
孩子高烧不退，一定要认真对待，及时就医。

39岁的柴伍刚是一个平凡的人，
却有一颗不平凡的心。10年来，他坚
持奉献热血、救助生命，累计献出
2800毫升全血、88个治疗量的血小
板，曾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他说，无偿献血是一份爱心，也是
一份责任，早已成为他生活里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姐姐是我的‘领路人’！”柴伍刚
讲起 10年前的一段往事，他在翻阅
报纸时，无意间看到一则关于无偿献
血的图片新闻，而图片中的主角正是
姐姐。姐姐挽袖伸臂的举动，深深触
动了柴伍刚，促使他勇敢地走上了献
血车。

“放松再放松，握拳再松拳，让血
液畅通……”真正迈出“第一步”，拿
到鲜红的无偿献血证，柴伍刚起初的
紧张、恐惧和忐忑烟消云散，心头涌
起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同时使他深
刻体会到无偿献血的意义，从此开启
了一段漫长的爱心历程。

5年前，柴伍刚由每年捐献两次
全血，变为每月捐献一两次血小板。
这一变化先是令家人担忧不已，“间

隔这么短的时间去献血，你身体能吃
得消吗？”；接着又受到朋友的质疑，

“你疯了吗？不要命了”“你是不是手
头紧，靠卖血赚钱”……

这些不解的声音，令柴伍刚哭
笑不得。他郑重澄清：“我国从 1998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行无偿献血，这
是一项公益事业，不能用金钱去衡
量。血小板的再生周期是 10 到 13
天，一个月捐献两次也不会对身体
造成损害，反而可以促进人体代谢，
有益身体健康。”

10年来，只要血站“急需用血”，
柴伍刚都会毫不犹豫前往。他说：“假
如你不献血、我不献血，谁来救助那
些病患？只要有需要，我可以随时挽
起袖子去献血。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
有一颗无私奉献的爱心，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

每当血站组织开展一些公益活
动，柴伍刚同样冲锋在前。在活动中，
他看到许许多多的“熟面孔”，为了这
项“热血事业”一直在努力，并被他们
这种精神感染着、感动着。他感叹，伸
出手臂献血，只是一件勇敢的小事，

却汇聚了许多无言的大爱。正是这些
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付出，才让一
个个生命得到救助。

“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可以
献血百次，也可以影响百人献血一
次。每一份爱心都是强大的力量，汇
聚在一起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希
望。”柴伍刚总是说，他不仅要坚持献
血，还要身体力行、宣传无偿献血，让
亲朋一同投身这项公益事业，将“可
再生”的爱心进行到底。

从 2011年至 2021年，柴伍刚收
获了人生最大的意义，他的献血故
事仍在继续。他坚定地说：“时间可以
改变我的容貌，却无法改变我的信
念。我会坚守这份‘热血约定’，用爱
心浇灌‘生命之树’。”

心 有 暖 阳 守 望 花 开
——记“平阳优专科”市第五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

本报记者 李 静

当别人需要的时候当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可以站出来我可以站出来

献给生命的礼物献给生命的礼物
无偿献血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奉献爱心

临汾市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系列报道之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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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坚守“热血约定”
本报记者 李 静

市中心医院

慢性肾脏病全程管理中心成立

名科 巡礼

健康 讲堂

她是医生，却不直面患者与家属，整日忙碌在
显微镜、电脑与检测仪器之间，与各种试剂瓶、检测
工具“打交道”。

她更像是侦探，凭借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强大的
识片本领，从千头万绪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找到“破
案”的关键所在，提前获知胎儿的健康状况，减少了
许多悲剧的发生。

她就是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实验室主任张南。多
年来，她致力于探索优生优育的“密码”，最大的心
愿是：“每对夫妻都能孕育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拥
有幸福、美好的未来。”

迎难而上 挑战未知世界

身披白衣战甲，冲锋在临床一线，肩负起治病
救人的使命，这是张南从小的梦想，也是从医的初
心。当梦想照进现实，却出现了不小的“偏差”，她研
究生毕业进入医院被分在了检验科。

“要说没有心理落差，那是假的。”张南坦诚地
说，当时一度有些心灰意冷，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
么走。但是，她很快找回了最初的热血与激情。

市妇幼保健院作为我市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
先行者和推动者，为了助力更多家庭生育健康宝宝，
决定成立遗传实验室。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一
个未知的世界，张南勇挑重担、知难而上。

2015年至2016年，张南多次外出进修学习，一
次次领略到这项新技术的神奇之处，进而深刻意识
到遗传实验室所承载的巨大社会效益。她说：“每一
个缺陷患儿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同时还给
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就拿大家熟
知的唐氏综合征来说，虽然目前的医疗水平无法有
效治疗这一疾病，但可以通过产前诊断筛查，避免

‘问题宝宝’的出生。预防大于治疗，我一定要把先进
的技术带回去，造福更多家庭。”

从无到有，张南感受到孕育“新生命”的艰辛与
快乐。巧合的是，在此期间，她也完成了人生中的一
个重要转型，正式升级为母亲。

“2016年上半年，我一边忍受着强烈的孕吐，一边努力学习新知识、
新技术；下半年，我挺着大肚子参与实验室筹备工作。”张南笑着说，“实验
室通过验收，我即将临盆，感觉同时生了两个孩子。”

锲而不舍 揭开层层谜团

每个家庭都渴望生育一个健康宝宝，如何避免出生缺陷，如何做到早
发现、早干预，这是遗传实验室的主要工作之一，张南的职责就是把好优
生“第一关”。

市妇幼保健院承担着山西省免费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的重任，针对
产前筛查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高风险以及有其
他产前诊断指征的孕妇提供羊膜腔穿刺术、胎儿细胞培养的染色体核型
分析或染色体非整倍体快速诊断，遗传实验室的工作量也与日俱增。

羊水穿刺、接收标本、接种培养、收获“果实”……对张南而言，整个过
程全靠“手工”，每个细节都关乎成败，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她常常怀着一
颗“忐忑”的心，时刻关注标本的培育过程，尤其是临近收获时，她更是打
起十二分精神，直到标本符合收获标准，达到收获时机。

在这里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张南在显微镜下，小心翼翼地计数可用
核型数目。她依据这些“线索”，锲而不舍地追寻“真相”。每当看到46条染
色体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她会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是看到染色体多一条或
是少一条时，她的心情就会无比沉重。

每一例的诊断，都关乎一个小生命的命运，牵扯着一个家庭的悲欢。
前段时间，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名两岁小男孩前来就诊。男孩有着明显的
特殊面容，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智力低下，被诊断为小头畸形。进一步探
究病因时，发现男孩遗传自母亲，为X染色体隐性遗传。

男孩的小姨正怀有身孕，由于担心生育一个同样的“问题宝宝”，特意
来医院做了相关咨询。经过对该基因位点的验证，孕妇未发现此基因的变
异。这一刻，男孩小姨长舒了一口气，不由得喜极而泣。

张南在或悲或喜中感悟着人生百态，像一位勇士探寻着遗传的奥秘，
为更多家庭的优生优育作出贡献。这是她永恒的初心，也是不竭的动力。

勇往直前 破解幸福密码

“谢谢大夫！孩子没问题，我们就放心了！”采访中，一位年轻妈妈抱着
小宝宝来拿新生儿三项疾病免费筛查结果。看到报告无异常，她脸上不禁
露出了笑容。

张南说，目前，国内对出生缺陷推行三级预防措施，可以预防大多数
缺陷儿的出生。新生儿三项疾病免费筛查是市妇幼保健院承担的又一项
公益项目，也是最有效的三级预防措施，只需采一滴足跟血，就可以实现
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肾上腺朴质增生症“三病”筛查，
为我市控制出生缺陷、减少残疾，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遗传代谢疾病越早确诊，越早干预治疗，孩子恢复健康的几率越
高。”张南说，今年年初，实验室筛查出一例甲基丙二酸阳性病例，经过进
一步验证，该患儿确诊为甲基丙二酸血症，这是一种罕见的新生儿遗传代
谢病。经过医生及时有效治疗，患儿已经彻底去除“病根”，不会影响到日
后的身体、智力发育。

孩子是父母幸福的源泉，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张南说：“大家
不要对出生缺陷谈虎色变，通过积极的预防措施，这一风险会降低很多。
首先要注重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保健，了解双方是否有遗传病家族史，
有的要进行相应的遗传咨询，了解下一代发生遗传疾病的几率以及如何
规避风险。怀孕之后要注重孕期保健和产前筛查及诊断，阻断‘问题宝宝’
的出生。”

自从踏入这个全新、未知的世界，张南就对“遗传”有着美好的向
往，多年来致力于降低出生缺陷、保障优生优育。她说，很庆幸自己能从
事这么有意义的工作，她会在这
条路上继续勇往直前，发现和探
索更多遗传的奥秘，让更多家庭
拥有健康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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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是全国
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
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孕
育、护佑新生”。当天，临
汾市妇幼保健院 儿童
医院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启动了
为期两天的全国预防出
生缺陷日宣传活动，通
过义诊、发放宣传册等
方式对出生缺陷防治工
作开展多层次、立体式
宣传。

此次活动旨在强
化民众对免费婚前医
学检查、免费产前筛查
与诊断服务两件省政
府民生实事的知晓率、
认知度，力争达到家喻
户晓的目的。图为该院
医务人员向服务对象
耐心讲解出生缺陷防
治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闫晏宏 摄

医生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