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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放鲁：
让每个人都能
听见花开的声音
唐晔# fgh$;
迟放鲁#做医生非常难，
医

法，在几十年后看，
或许都是错的。
但是，在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医
学还是拯救了很多人，医学有自身
矛盾的地方，
谁都没办法改变。
有人把医学完全当成商品。其
实，没有几种病是真正可以完全治

上海龙吴路 )*+, 号欧阳 霖 #
z{|}~ !"# ]" i
x

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是一种便
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
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
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
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
备。

大家的努力，上海户口 6岁以下的聋
孩，
95%经过医治，回到正常轨道；政

中，看不见又伤不得，考验的是经验阅
历、定位精准。我对年轻医生们说，
没

府补贴由 6万 元 逐 步 增 加 到 13万
元，接近于免费手术；
甚至缴纳上海社

有一万小时的锤炼，做不了手术医
生。”他还记得第一台手术，
从头顶凉
到脚心，大气不敢喘，而现在，面神经

保的外来人员，也能享有同样待遇。
迟放鲁说：
“当初筚路蓝缕，装了人工
耳蜗的孩子，
学校还不敢接纳，生怕发

这天做的，她妈妈说，这是重生。”女孩
如今与常人无异，一样的听说读写，一
样的古灵精怪，她把耳蜗用密密的长

都听他指挥。

生意外，但孩子们必须在正常的环境

发遮掩起来，心事也随着藏得严严实

发生了室颤，需要除颤仪立即进

实。
后来他问女孩，你喜欢头上这个东
西吗？女孩一噘嘴，
不喜欢，为什么别
人没有呢？这句话，
一半是撒娇，一半
却真的撞在他的心上，于是接下来的

行治疗。
大概有 25%的心脑血管事

迟放鲁，出生镇江，
15岁参军，
在
南京军区当了六个年头的军人，
22岁

中才能得到训练。我通过各种渠道呼
吁，终于得到社会的响应，如今植入人
工耳蜗的孩子都能够到正常幼儿园和
正常学校上学了。”

转业当了一名修车工。他从小就喜欢机
械，动手能力强，
能把一辆三轮摩托车

在我国，聋孩的出生概率是千分
之二，全国本来每年有 2万人成为聋

十年，
他组建团队，开发研究全植入人
工耳蜗，如今正朝着实用迈进。

大卸并完好组装。1978年国家恢复高
考，
24岁的他靠自学考取镇江医学院。

哑人，
有了人工耳蜗，
这个群体逐渐萎
缩。人工耳蜗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人生，

一辈子都在忙碌，迟放鲁自己都
担心，一旦退休，真的闲下来，他能干

在大学里，
他是学生会主席，
表现优异，
是唯一一个留校的，
当时耳鼻喉科缺人
就让他去了，
工作五年后，
他读了硕士，
回去工作五年，
又读了博士。

也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家庭。
事实上，迟放鲁是这桩大事最早
的推动者之一，作为专业人士参与标
准制定，
如今倍感欣慰。

点啥，
“时间都在刀尖上溜走了”。
直到前几年，他还是这家医院最
晚离开的人。他住在东平路，午夜 11
点踩着星斗走在上海的桃花源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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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孩，
十年前给她做了人工
耳蜗，
6月 1日，她的生日，手术也是

愈的，医生只能让很多病好转、稳
定。医疗环境不好，很多医生已经
放弃了理想，但是我还是很自豪
的。
唐 晔 #b m i n o !p B I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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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放鲁#我太太最担心的是我

的身体健康。她也是医生，同班同
学，我的人生完全是被她推着往前
走的，从读书的时候到现在。她原
是镇江的神经内科医生、学科带头
人。来到上海后，为了支持我，她牺
牲了自己的事业，支撑着整个家
庭。她是我的精神支柱，一直伴我
前行。人生得此伴侣，足矣。
唐 晔 #f r s !$ ( ] t u v

全国现在也不过三万名耳鼻喉科
医生，
而很多人不愿意做耳科医生，
因
为手术只能做到中耳，内耳看不到，
凭
立体解剖经验和技能做手术。

迟放鲁的病人中，大多数是需要
装人工耳蜗的患儿。他说，发自内心

围梧桐葱茏，
庭院幽深。
“从岳阳路到
衡山路短短的百十米，那些旧上海花
园别墅掩映在庭院中，显露出沉郁的
贵族气质，雅致、
安逸、静谧。其实做医

迟放鲁在第二军医大学肖轼之主
任的耳提面命下成长。中国耳科显微
外科泰斗王正敏院士是迟放鲁的另一
位恩师。王正敏是中国耳科显微外科

喜欢这些孩子。“医生和其他的职业
不太一样，做医生太需要成就感了。
本来是一个充满恐惧和自卑的聋哑孩
子，安装人工耳蜗后，会说话了，到正

生，
追求的也是这样的气质，纵然隐姓
埋名，
情怀依然还在。”
走在这条路上，
想着白天的手术，
他的脚步轻松，
内心欢喜。

的开拓者，1982年公派到瑞士学习，
回国后在艰苦的条件下做的国内第一

常学校去上学了，长大后结婚生子。
因着自己的手，
改变了残酷的命运，
做

台耳显微手术，
“那时候国内显微镜跟
不上，
他得小心翼翼，
他是国内第一个

医生太有成就感了，
太幸福了。”
他记得，
以前孩子们会讲话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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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耳炎手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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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 放 鲁 # 是救人，我做人工耳

蜗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从医学的
角度来说，我们没有救命，而是改
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救命是一
件很难的事情，就像肿瘤，检测和
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大多
数时候能做的都是减轻病人的状
况，医学是尽力而为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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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张延令#

“耳科手术，就是在刀刃上的芭
蕾，由于面神经埋藏在耳朵的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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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能像机器一样，标准化地修
理，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看问题的方

救命神器 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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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他时都叫他叔叔，现在那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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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敏院士将人工耳蜗植入的技

都叫他爷爷了，
“一晃二十几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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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传授给了迟放鲁。从第一例手术至
今，
人工耳蜗他做了三千多例，
这个数

都去哪儿了？”
时间如水流逝，却留下他人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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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背后是一连串的社会效应：经过

最绚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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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有很多著名运动员猝死的

王国林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运动健身行列，
猝死球场 运动时发生猝死事件也频频发生，
且中青年人为数不少。
在运动的应急情况或压力很
大的情况下，人的需氧量急剧增

分钟后，患者脑细胞会出现不可
逆转的损害，因此医学上素有“黄
金 4分钟”急救原则。对于成年
人，心脏骤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件发生在公共场所。因此在人口
密度大、人口流动量大的公共场
所有必要设置 AED。在美国，急
救车 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
所全部依法设置 AED。在日本，
每 10万人拥有 AED234.
8台，东
京的地铁站和电车站都装配了
AED，公民考取驾驶执照时原则
上都被要求必须学习使用 AED。
上海公共场所目前共配备 AED
超千台。
操作 AED，第一步是按下电
源开关或掀开显示器的盖子，仪
器会发出语音提示，指导操作者
进行以后的步骤。第二步，迅速把
电极片正极贴在患者右侧锁骨
下，负极贴在患者左侧乳头外下
方，确保电极片和皮肤之间紧密
接触，以免接触不良而导致高温
灼伤患者皮肤。第三步分析心律，
如果患者发生室颤，仪器会通过
声音报警或图形报警提示。第四
步，在确定已无人接触病人后按
“电击”键，电击时患者会出现突
然抽搐，第一次电击后，AED会
手动或自动重新开始心律分析，
若心律仍为室颤，AED仪会进行
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除颤。
除颤后无论患者是何种心

吴咸中注重卯时养生
律，都应立即为其实施 5个循环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 1925年
8月出生，曾为周恩来总理治愈急腹

则开地户，
指的就是肛门要排便；另一
方面，卯时刚好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刻，

症而闻名天下。吴老精神矍铄、
思维敏
捷。他指出，
应该注重卯时养生。

人体的气血走向也到达大肠，助其“排
糟粕”。所以在这个时候养成排便的好

卯时是指早上 5点到 7点，为手

悲剧，而且大都是心源性猝死。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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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年均心脏猝死人数超过
54万。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 4

阳明经气血运行最旺盛的时段。从阴
阳平衡上来看，此时阴阳之力呈阴消
阳长的趋势。吴老认为，
卯时养生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卯时当开大肠经，排便通肠一
身轻。吴老先生认为卯时这个时辰天

的心脏按压。若心律仍为室颤，则
再行 1组 3次的电除颤，然后再
行 1分钟的心肺复苏，直至仪器
出现“无电击指征”信息。

习惯，是养护肠道最有效的养生方法。
2.
卯时起床喝温水。卯时起床之
后喝一杯温开水，
以便身体排空垃圾，
防止便秘，
也有助于大肠经气的舒畅。
3.
卯时起床含生姜。吴老认为，卯
时要助阳气，这时最好在嘴里含一片
生姜。姜味辛性温，可辅助、滋生阳气。
刘朝圣 彭丽丽

亮了，也就是天门开了，上开天门，下

专家教你治蚯蚓腿
干燥季节，
容易皮肤瘙痒。为
了避免皮肤抓破，导致严重并发
症，
下肢静脉曲张(
俗称
“蚯蚓腿”
)
患者要及时治疗。下肢静脉曲张
的治疗已由传统手术向微创手术

加，
血管即使薄了那么一点点，也不
能提供足够的氧气，这种情况就有

葛琳仪养肺止咳有方
可能导致急性心肌梗死。
中青年运动前需要对自己的身体
做评估：一是最近一周有没有心前区不
适、疼痛的症状；二是近期有没有感冒；
三是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有，
最好先找医生，
然后再决定是否去运动。
胡承恩

最近几年，
看咳嗽的人很多，不少
都是一咳嗽就持续一两个月。国医大
师葛琳仪推荐了她用了几十年的养肺
保健方子：将西洋参磨粉，与铁皮枫
斗、参三七粉混合，每天服用 3克，长
年坚持，有助增强人体免疫力。

每年冬至到立春是最佳进补时
期，其间将一支 20克左右的高丽参
切片，分 7份，每日一份，用水煎或蒸
服。需要提醒的是，绝不可在患病或身
体不舒服时服用补品。过了立春，则不
赵海音
再建议服用。

发展，在麻醉无痛下经皮肤穿刺
（或小切口），将激光光纤导入大
隐静脉，然后通过激光发生器释
放能量，将曲张的静脉管腔凝固
闭合，
最终使迂曲、
扩张的血管变
平、
消失，
达到治愈效果。
刘 杰*= > ? ¶ · B ¸ $ .
¹º3-4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