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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翘楚，吉林省老年病研究领头羊

2000 年，上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

2007 年，老年病科成为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专科；

2009 年，老年病科成为国家卫生部重

点学科、重点研究室。

事业里程碑

*“把知识看作人生最大资本，用读书

补充能量，利用知识的力量实现自己服务

患者的远大志向”

*“中医是世界的，开拓视野，不要做井

底之蛙，让人类享受中医的服务，只有这样

的胸怀，才能走在行业的前沿，使事业得以

发展。”

良匠说
“他开的药，能省钱的决不让你多花一分

钱；能用便宜的药，绝不用贵的药；尽量不

用伤肾和肝的药；病治好了绝对不留住院。”

老患者李凯四句话概括了自己对项颗教授的

印象。

5 月 17 日，在记者采访项教授之前，李

凯先生已等候在门诊室，见到记者，主动要

求说上几句。原来，他是头一天看病时无意

中听到了项医生要接受采访的消息，特意在

采访当天一大早赶到医院，要表达一下他对

项医生的感激之情。他说，自己多年患有高

血压、动脉硬化、Ⅱ型糖尿病，又因高血压

和多年糖尿病造成严重失眠、焦虑，在各大

医院治疗效果不佳，并出现双下肢浮肿，心

功能减退。后经人推荐到项颗医生诊室治疗，

项颗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制定个体治疗方案，

一周后失眠焦虑消失，同时双下肢浮肿、心

衰明显好转，血压、血糖逐渐调理在正常范

围，人如常人，而且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

他给项医生送了一面锦旗：“医术高明、医

道精湛、医德高洁”。他说这就是一位老年患

者内心中对项医生的真实感受。

项颗，一位 33 年执着热爱中医，在吉林

省老年病治疗研究领域，始终走在业内前沿

的领头人。

临危受命 由低谷走向壮大

出生在医学世家的项颗说，对自己一生学

医影响最深两个人，一位是父亲，一位是老

师霍玉书。父亲“子承父业”的殷切希望，

促使他最终选择从医；跟随恩师研究老年病，

医术甄熟并有所建树。从父亲的身上，他体

会到了医生的责任心。“因为我们是医生，

每天生活的意义都将从职业感与使命感出发。

医无小事、事成于细，细节与生命须叟不可

分。有些行业，犯了错可以修正，出了事可

以整改，但我们不行，因为对于每个患者个

体来说，生命是不可复制的。”项颗说。

作为学科带头人，他所在的老年病科集国

家卫计委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重点研究室三项殊荣为一体，为吉林省老

年病医学的发展，树立一面旗帜，走在全国专

科前沿。但不为人知的是，医院老年病科曾陷

入低谷，当年和项颗在一起坚持到现在的，只

有一名护士。当时整个科室只剩一个疗区，18

张床位，全科室只有 5 个病人。项颗“临危受

命”管理整个科室，那时候，科室根本不创造

效益，人员工资都是向单位借的。如何打破局

面，扭转情况，成为首要任务。压力是最好的

推动力，欲成大事者，因目标高远，压力可能

会更大，能承受大压力，把压力当成推进人生

的动力。

项颗说，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改变科室现

状，让团队看到希望。“打铁还需自身硬”，

作为“领头羊”，项颗首先对自己提出了严格

要求，在业务水平上要做团队榜样。改变消

沉的氛围，让全员动起来。让资历年纪较大

的医生对年轻医生进行培训，传承优秀经验

做法，提升全员的业务水平；提振士气，项

颗自掏腰包，为优秀人员发放奖金。“其实

不在钱的多少，而是通过发奖金调动大家的

积极性，让大家看到希望，工作更有热情。”

项颗说，通过三个月的努力，科室终于不用

借钱开工资，而且还发出了奖金，科室由此

走上正轨，一步一步发展壮大。

带队有方 号称院内“黄埔军校”

不同于传统的中西医专科设置，老年病都

是多系统疾病，治疗起来很难。“我们把俗

语改了一下，叫宁治十赤童，不治一老人。”

项颗说，这么说是因为老年病都是多病一体，

多种症状，对医生的要求是精通心脑血管、

消化系统等多个专科，具有全科思维，治疗

时也要兼顾多种疾病。另外老人身体虚弱，

用药剂量受脾胃、血糖、血压等多个因素影

响，相比与其他疾病，老年病多为慢性病，

治疗起来见效很慢，治疗过程相对较长。

古人云：“不成良相，便做良医”，不难

体会出作为一名医生的社会责任与崇高地位。

当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带着殷切期望来医院就

诊时，就是将沉甸甸的信任交付于医生。随着

生活水平的改变，老年人不仅要求治好病，对

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高，因此对医生的要求也更

高。项颗作为科室带头人，他要求所有的医

生，必须要对的起患者对自已的信任。对患者

做到“四心”，即热心地了解病情、耐心地讲

解治疗办法、给予患者治疗的信心、后续的关

心和随访。团队中很多医生偷偷服用抗焦虑的

药物。“凡是人就有烦恼，医生一旦无法保证

展现最佳状态时，只能通过药物来调节自己，

保持最佳状态面对患者。要做良医，医者仁

心，术惠病人，德传天下；治体病，解心病，

不负重托，感恩于心，回报于行，方不愧于行

医之重任”项颗说。

最让他自豪的是，他的团队获得了单位和

同行的认可，为业内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大家开玩笑说，我们科室是‘黄埔军校’。”

项颗说。荣誉的背后，是团队不间断的学习。

在团队内部，培训学习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每天上班前半个小时，进行简短培训交流；

一周固定时间，定期集中学习；定期派遣团

队医生到大型三甲医院进修。很多国内的学

术会议，项颗不遗余力为团队争取参加，努

力为大家创造良好的学习与发展空间。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项颗说，现在

是老年病医学发展最好的时期。“医者，术也，

没有专业化的治疗水平，迟早要被淘汰。出去

看一看，开拓视野，不要做井底之蛙，只有这

样，才能了解最前沿的行业知识、了解行业发

展。”项颗说。

全天在线 方便患者顺畅沟通

项颗的患者都知道很容易联系到他，每一

位挂号的患者，都会收到他的名片。名片上

的手机号码，24 小时开机；微信群，永远为

患者在线。这是项颗为患者设立的无障碍沟

通平台，他也从来不怕患者打扰自己。患者

或咨询病情、或者预约复诊时间的、或者询

问用药细节……只要是在医学上遇到任何疑

问，项颗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天，

接 20 多个患者电话，实属平常，

老年病病情发展较快，为了及时指导，对

患者负责，项颗特意设立这部患者热线，而

且中医讲究治病先治人，很多老人因为心理

上的问题，也容易导致病情演变，医生的宽

慰，对他们能有所帮助。

他每天限号 30 人，与每个门诊患者交流

的时间不少于 8 分钟，遇到病情复杂、或者

表达不清晰的，则需更长的沟通交流时间。

项颗认为，中医治病首先是治人，只有了解

患者，才能找出病因。面对这些和父母一般

年纪的老人，他内心有一种亲近感。“要和

他们保持思维同步，注重个性化治疗。”项颗

说。

33 年，青丝变白发，因为热爱、因为执

着，项颗始终未改最初的选择。他说，我们

应该无比珍视“医生”这个职业带给我们的

荣誉感和使命感，我们应该无比珍视人们对

我们的信任，我们应该无比珍视我们白色的

大衣与同样纯净的仁心仁术，医者之魂。如

果一个人对职业，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不

执著追求，肯定是不会有所成就。

即便是到了如今的年纪，每天睡前，项颗

仍然抽出一个半小时，阅读专业书籍，晨炼

时，收听国医大家的讲座。他说：“学无止

境，很多知识需要不断的巩固。一个好医生，

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学习，光凭老本，不更新

知识，那一定不会成为大家。”

（转自 5 月 25 日城市晚报）

人物专访 项颗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会

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库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医德楷模·最美医生”。

（通讯员 王涵）7 月 13 日以来，我省多次出现大到暴

雨，中部地区降大暴雨，引发特大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永

吉县城区因强降雨导致全城被淹，断水、断电，交通、通讯

瘫痪，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灾区群众面临

的巨大痛苦和困难，深深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洪水无情人有情，为了帮助受灾地区募集复产重建资

金，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7 月 24 日，院党委向全

院发出捐款倡议。我院党员干部职工高度重视，积极响应

上级党组和院党委的号召，纷纷伸出友爱之手，慷慨解

囊，弘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展现了我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良好的精神风貌。

截止到 7 月 31 日，全院党员干部职工共计捐款 28765

元。目前，捐款已全部上交吉林省慈善总会。

（通讯员 刘建璇）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

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晓东带队来

我院考察交流，我院副院长徐雅娟陪同。

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与我院同时被列入

“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省级中医药科研机构项

目”储备库。湖北同行此次调研的目的，就是

学习我院科研院所的建设经验和模式，博采众

长、扬长避短、兼容并蓄。在加强科研协作关

系基础上，为今后在科研项目联合申报、研究

生培养、人才交流、聘请客座研究专家、建立

院外专家委员会机制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打下

良好基础。

期间，李晓东一行参观了我院的科研中

心和临床医院，与我院重点学科、重点专科

专家学者及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徐雅

娟介绍了我院的三大传家宝：学术根基深、

名医名师多、院风作风强，以及我院在质量

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管理、文化建设四个

方面内容。

在听取了我院的科研现状、近年来所取

得的科研成绩和我院

的 “ 十 三 五 发 展 规

划”、“十三五基本建

设规划”后，李晓东

表示，我院的内涵建

设和精细化建设方面

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希望建立长期相互学

习、相互交流、相互

探讨的兄弟关系，更

加希望在“中医药传

承创新工程省级中医

药科研机构项目”的

建设中多与我院沟通、

交流、学习，共同推

进我国中医药事业发

展。

洪水无情人有情 拳拳爱心献灾区
———我院开展抗洪救灾献爱心捐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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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修立） 为了不断提高护士的整体素

质，塑造护士圣洁美好的职业形象，为患者提供更优

质的护理服务，近日，我院护理部对全院 180 余名护

士和护理实习生进行了为期 4 天的护士礼仪培训。此

次培训的内容包括护士的仪表妆容、仪态礼仪、语言

交流礼仪、行为礼仪等，教会大家如何坐、立、行、

走、蹲，待人接物，学习沟通技巧和规范的服务用

语。

我院护理部以“全国大型医院巡查”为契机，把

提高护理人员礼仪培训作为推进优质护理服务的动

力，在原有礼仪培训的基础上，通过演示讲解、分组

培训的方式，更进一步的规范护理人员的举止言行、

仪容仪表、接待患者等护理服务礼仪行为。

培训时间都安排在下午 4 点以后，结束一天工作

的护士虽然有些疲惫，但大家十分珍惜这次礼仪培训

的机会。通过此次培训，大家认识到护士礼仪是医院

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护士的文明

礼仪渗透到优质护理服务中，不仅可以展示护士的素

养和精神风貌，更能促进护患关系和谐，提升医院品

牌形象。

文明礼仪 从我做起
———我院护理部组织护士礼仪培训

7 月 28 日，按照我院行风巡查制度，结合贯彻落

实省卫生计生委“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

作会议”精神，由党办牵头，会同监察、人事、医务

科等对“九不准”落实情况进行专项巡查。通过此次

巡查来看，我院行风建设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巡查小组抽查了导诊台、挂号收费窗口以及儿

科、老年病科等 5 个疗区 10 个病房，向 10 余名患者

了解了相关情况。通过巡查来看，各科室及医护人员

对行风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较高，精神面貌较好，特

别是大型医院巡查工作结束后，科室整体建设水平和

医护人员工作热情都有较大提高。

一是工作落实扎实有效。 7 月 27 日，我院召开了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会议”，要求各

科室要将会议精神传达至每一个人。巡查过程中，巡

查小组通过对医护人员进行询问、检查会议记录等形

式，对各科室传达会议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从检查

结果来看，各科室都能认真传达和学习，做好记录。

特别是药剂科，在 27 日下班前和 28 日上班后先后召

开两次会议进行传达和学习，确保不落一人，会议记

录完整、规范。

二是对待患者认真负责。通过了解，患者普遍反

映对我院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质量十分满意。

很多患者表示，家附近虽有大型医院，但之所以选择

来我院就医，就是因为我院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

好，对我院充分信赖。在巡查至心病科 CCU 病房时，

患者王桂兰十分激动，对刘淑荣主任和于清华医生给

予很高评价，认为她们不仅从身体上进行医治，还从

心理上给予耐心的疏导。

三是规章制度得到较好落实。巡查时，医护人员

着装整洁规范，文明用语使用准确。窗口工作紧张有

序，未发现工作期间有玩手机等现象。

在巡查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如在任务落实上还不

够“严”、在“九不准”学习上还不够“实”、痕迹留

存不够规范等。下一步，我院将加大巡查力度，对各

项工作逐项对照检查，进一步提高我院行风建设水

平。 （行风办）

我院行风建设得到明显提升
———7 月份行风建设巡视督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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