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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是医者的根本
1993 年， 滕永杰考入衡阳医

学院， 从此开始了他不断奋斗和
拼搏的从医之路。 因为是专科毕
业， 滕永杰一直想有所突破， 因
此， 他把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留给
了学习， 相继完成了本科、 硕士
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的学习。 工
作上， 无论是从事内科还是麻醉
科， 他都把责任和担当放在第一
位， 在专业技术上精益求精， 力
求做到最好。

大学毕业后， 滕永杰被分配
到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工作，
他常说 ： “要想让自己活得好 ，
得先让别人受益， 当我们的临床
经验不够时，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责任心！” 在刚上班的第 3 个月，
科室收治了一位心绞痛的老年患
者， 连续一个星期没解大便， 医
生给他用了麻仁软胶囊 、 开塞
露、 大黄苏打等都没有效果。 滕
永杰看到这个情形， 比家属还着
急，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随
时可能诱发心梗而猝死 ”。 情急
之下， 滕永杰戴上手套， 让患者
蹲在床边， 用手指把那硬如石子
的大便一粒一粒地抠了出来。 患
者家属看到后感动而羞愧地说 ：
“我们作为子女都做不到， 您真是
个好医生。”

还有一次， 医院产科收治了
一名窒息的新生儿， 请滕永杰前
去会诊。 原来， 刚出生的宝宝因
为羊水没有及时吸出来， 全身都
变紫了， 而当时全科室唯一的一
台电动吸引器刚好出现了故障 ，
情况十分危急。 滕永杰没有多想，

立即让婴儿侧卧， 一边为孩子拍
背， 同时插入吸引管， 用嘴把羊
水吸了出来， 患儿状况立即得到
改善。 产科主任和患儿家属得知
情况后， 无不称赞。

从内科到麻醉科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怀化市第

二人民医院心内科还没有开展心
脏导管介入治疗， 滕永杰常常看
到心梗病人因治疗乏术而死亡 ，
这让他坚定了转去外科系统的愿
望。 但是由于学历较低， 院长说
他只能去麻醉科， 就这样， 他从
一名内科医生变成了一名麻醉科
医生， 而且一干就是 20 年。

滕永杰说： “专业不同， 要求
自然不一样， 而麻醉科的特色就是
急救。” 1998 年的一天， 一个小学
生在做课间操时不慎滑倒， 摔倒时
后脑着地， 被紧急送到怀化市第二
人民医院。 刚到医院时， 患儿呼吸
急促， 全身发绀， 滕永杰得知后，
飞跑到病房， 快速进行插管， 立即
行人工呼吸， 患儿得救了， 患儿父
母跪到地上磕头感谢他的救命之
恩。 事后， 滕永杰一算时间， 从接
到电话拿上急救设备， 从六楼跑到
五楼， 拆开插管设备插入气管导
管， 用呼吸囊人工呼吸直到患儿氧
合改善， 只用了不到 6 分钟。 他
说： “这都要归功于我平时的体
育锻炼 ， 让我反应快跑得也快 ；
庆幸平时的操作训练扎实， 每个
动作精准快速没有浪费一秒； 更
得益于良好的心理素质， 面对紧
急情况有条不紊沉着冷静。 这三
者缺一不可， 也是我们每一名医
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

步伐越来越坚定
麻醉科医生给人的印象往往

只是那个在术前给患者注射麻醉
剂， 使其感觉不到疼痛， 从而让
患者顺利接受手术的人。 殊不知，
麻醉医生要做的事情远不止此 ，
他们将涉及患者神经、 呼吸、 循
环、 内环境等在内的所有人体生
理功能的全面调控。 麻醉科医生
要尽可能让患者在舒适状态下接
受各种检查及治疗、 促进快速康
复， 并最大限度减少患者围手术
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2009 年， 滕永杰硕士毕业后，
来到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麻醉科工作， 虽然当时条件
差， 工作任务重， 但是他仍然不
断学习， 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知
识。 2013 年， 他考入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 攻读麻醉学博士学位，
这为他以后的工作和学科建设打
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滕永杰说：
“麻醉医生专业知识必须要广， 理
论要扎实， 操作要娴熟。 这需要
自我激励， 坚持学习， 才能一点
一滴地进步提高。” 这也正是他
一步步从专科到本科， 再到硕士、
博士的内在动力和精神追求。 不
断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让他在从
医路上的步伐愈发坚定。 他常说：
“活到老 、 学到老只是一般的要
求， 攻坚克难、 勇于担当才是时
代的呼唤。”

事业发展部 胡翠娥

������乌鸡又名乌骨鸡、 药鸡、 绒毛
鸡、 松毛鸡、 黑脚鸡、 丛冠鸡、 泰和
鸡， 与一般鸡相比， 不仅体形偏小，
且喙、 眼、 脚， 甚至皮肤、 肌肉、 骨
头和大部分内脏也均为乌黑色， 其营
养价值远高于普通鸡， 肉质细嫩， 被
认为是 “名贵食疗珍禽”。

乌鸡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食材
之一， 且入药历史也很悠久。 明代
的医书 《寿世保元》 和方书 《普济
方》 中均有记载， 认为乌鸡有补肝
肾、 益气血、 调月经、 退虚热的作
用， 可用于虚损羸弱、 营养不良之
人， 以及气血不足、 体质虚弱、 骨
蒸劳热 、 消渴 、 遗精 、 脾虚久泻 、
久痢、 女子崩漏、 带下等虚证补益。
现代人们所熟知的乌鸡白凤丸， 其
主药就是乌鸡。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乌鸡中含有 10 余种氨基酸， 以及蛋
白质、 维生素 B2、 烟酸、 维生素 E、
磷、 铁、 钾、 钠等元素， 而胆固醇和
脂肪含量则很少 ， 具有滋补强壮 、
延缓衰老和抗诱变等药理作用。

乌鸡的食用方法也很多 ， 煮 、
炖 、 煨 、 烧 、 炒等均可 。 用乌鸡 1
只， 山药 50 克， 枸杞子 15 克， 红枣
6 枚， 陈皮 6 克， 生姜 10 克做成的
乌鸡红枣汤， 有补益气血、 滋补肾
气、 益肝明目的功效； 取乌鸡 1 只，
白果仁、 莲肉、 粳米各 15 克， 胡椒
粉 3 克， 放入鸡腹内煮熟， 空腹时服
食， 可治疗妇女赤白带下或男子遗
精 ； 如作为虚损羸弱之人的保健 ，
可将乌鸡、 当归、 党参炖煮食用。

需要注意的是， 乌鸡虽为补益
佳品， 但多食易生痰助火， 生热动
风； 感冒发热或体内有湿热、 食少、
腹胀者不宜食用。

药学部 刘绍贵

������牛黄清心丸始于宋代， 最早见
于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由牛黄、
黄芩、 川芎、 当归、 山药、 甘草等
组成， 药性寒凉， 有清心化痰、 镇
静祛风的功效， 主要用于痰热上
扰引起的胸中郁热 、 惊悸虚烦 、
头晕目眩、 中风不语、 口眼歪斜、
半身不遂、 言语不清、 神志昏迷、
痰涎壅盛等症。 那么， 牛黄清心
丸可以去心火、 治心烦吗？

中医认为 “心为君主之官 ，
神明出焉”， 心作为人体的最高统
帅， 主管着人的神志。 若是心火

亢盛， 燔灼津液， 会出现胸中郁
闷不舒， 惊悸虚烦； 心火上炎头
目， 会出现头目眩晕； 若心火与
上亢的肝阳相结， 中于经络， 则
会出现我们所知的中风症状， 而
牛黄清心丸清的就是心火。

牛黄清心丸中的牛黄在此方
中为君药， 药性苦凉， 归心、 肝
经， 有凉肝熄风、 清心豁痰解毒
的作用 ， 最善于清心 、 肝之热 ；
黄芩善于泻心肺火， 可以增加牛
黄清心火的功效 ； 川芎活血行
气、 疏散郁结； 方中的雄黄、 朱

砂等也有镇心安神、 劫痰解毒的
功效， 故以上药物相配伍， 清热
泻火 ， 豁痰解毒 ， 则心火自去 ，
烦热自除。

要提醒的是 ， “是药三分
毒”， 牛黄清心丸虽重可治病， 轻
可养生， 但因其成分总含有朱砂、
雄黄等， 故不可长期服用， 且中
医讲究辨证论治， 牛黄清心丸只
适用于中风阳闭证， 而不能用于
所有类型的中风， 故应在专业中
医师的指导下使用。

药学部 邓桂明

■名医访谈

责任心是医者的根本

牛 黄 清 心 丸能治心烦吗？

———记麻醉专家滕永杰
������滕永杰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手术部主任， 麻醉学科
带头人， 麻醉学博士，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心肺复苏培训导师。 滕永杰从事麻醉工作 22 年， 对危急重症抢救
与处理， 肿瘤患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有独到的研究与体会， 擅长困
难气道处理、 心脏麻醉、 老年麻醉、 小儿麻醉、 可视化麻醉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