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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足”带来的痛苦折磨着玉树姑娘才旺
折麻整整29年，由于畸形造成的循环不畅导致
她的脚只有手掌般大小，31岁的她长期用脚背
外侧行走，步履维艰。2010年秋，才旺折麻的家

人带着她来到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进行医治。梁
晓军主任经过仔细诊查，并考虑到她自幼脚部畸
形，又经过一次留有后遗症的手术治疗，决定为
她分两次进行手术。梁晓军带领科室骨干团队，
根据才旺折麻的病情制定了两套手术方案，并由
科室申请对才旺折麻的手术费用进行了部分减
免，他还发动科室人员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献爱
心筹措手术费，帮助才旺折麻渡过难关。才旺折
麻的手术非常成功，足部畸形得以良好矫正，出
院时，她流着热泪为梁晓军主任及足踝外科的医
护人员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红会医院足踝外科梁晓军团队近几年对10
多位玉树藏族足畸形患者成功进行了矫正治疗，
赢得当地群众的称赞。2015年1月，18岁的特
多来到红会医院足踝外科就诊，经诊断，他左足

伴有严重的足部畸形和左下肢肢体短缩。梁晓
军主任采用最先进的3D打印技术为其制定了
完善的手术方案，同期进行了足部畸形矫正和下
肢的延长手术，还为其制订了康复计划，通过电
话和微信远程指导他功能锻炼。特多对手术效
果非常满意，出院后还多次专程到医院看望感谢
足踝外科的医护人员。2017年12月，同样来自
玉树的阿米慕名来到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疗中
心就诊，梁晓军团队成功为其施行了左踝关节置
换术。出院前58岁的阿米在病房里向梁主任献
上哈达并动情地说：“感谢红会医院梁晓军主
任，在梁主任团队的精心治疗和悉心关怀下，我
就要出院回家了，您们是我的恩人，我衷心祝福
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新年快乐……”

巩四海 王孟飞 阮班慧

梁晓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西安市红会医院梁晓军
就是这样一位自幼甘为良医的手术室里的“疯子”。

“父亲13岁参军，父母都是优秀军医，后来响应
国家号召，奔赴延安支援陕北医疗事业，把自己的青
春无私的献给了陕北人民。在医院大院长大的我，
深受父母影响，从小就立志学医，长大要做像父母一
样救死扶伤的好医生。1982年我考进延安大学医
学系，1985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进入西
安市红会医院工作至今。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自认为是一位很称职也
让患者值得信赖的好医生。”西安市红会医院足踝外
科诊疗中心梁晓军主任说。

经过31年的临床磨炼，如今梁晓军已经从当
年的理想少年成长为教授，主任医师，西安市红会医
院足踝外科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足踝外科医
师培训中心（西安）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足踝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
学组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足踝医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骨病专项
基金足踝康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
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组长，西安医学会骨科
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组长。几十年来，梁晓军对足踝
部严重的创伤骨折、复杂的踝足部畸形的诊治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包括同期完成双侧伴有内翻畸
形的踝关节骨关节炎截骨矫形及全踝关节置换，伴
有多趾畸形的复杂拇外翻的矫治，运用3D技术对
复杂的足踝部畸形，严重的马蹄内翻足、高弓足、平
足畸形进行个体化多层次矫治，对各种青少年平足
症实施早期干预矫正，以及各种足踝部严重创伤导
致的畸形愈合的矫正重建术等一系列代表性手术项
目，个人年手术量1000余台。梁晓军先后荣获“西安
市技术创新能手”“西安市优秀共产党员”，他所带领的
支部曾荣获“西安市优秀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在国内率先自主完成首例 Inbone全踝关节置换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的行走、负重等

一系列运动离不开踝关节。踝关节坏了，人就会丧
失行走功能，何谈千里之行，所以有一个健康的足
踝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梁晓军说。

2016年3月一位34岁的男性患者，因3年前
不慎被重物压伤右踝关节，到西安红会医院足踝外
科检查，诊断为“右距骨坏死”“右踝关节创伤性关
节炎”“右距下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最终患者要求
进行“右距骨骨折术后距骨缺血性坏死人工踝关节
置换、距下关节融合术”。 2016年3月15日，梁晓
军主任、李毅副主任、赵恺副主任医师、杨杰医师在

麻醉师和手术室护士配合下，成功为该患者实施了
全踝人工踝关节置换。本次人工踝关节假体是美
国Wright公司第三代全踝人工关节系统——
INBONE Ⅱ，这也是西安市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
疗中心梁晓军团队在国内率先自主完成首例第三
代全踝关节假体置换手术，标志着西安市红会医院
足踝外科在踝关节置换术治疗方面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同时也是踝关节炎治疗上的又一重大突破，
这给正在饱受踝关节炎折磨的患者带来了福音。

据了解 ，西安市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疗中
心是西北地区较早设立的以诊治足踝部疾病和

下肢创伤为主的专科，已开展踝关节骨关节炎
手术治疗多年，手术技术成熟，在全国足踝外科
领域以及我省乃至西北地区足踝病患中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每年约有300例各种踝关节炎患者
在该科进行手术治疗。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疗
中心梁晓军主任介绍，目前针对不同时期的踝
关节骨关节炎患者，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应用
分级保踝术、踝关节置换术和踝关节融合术，去
除疼痛、改善功能效果显著。其先进的治疗方
案与国际同步，国内领先。

他是手术“疯子”一天做22台手术
梁晓军从医以来，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

的节假日，每天都要到病房去巡视病人。因为
病人太多，大量手术需要他亲自去做，梁主任经
常会在节假日里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做手术，再
忙再累他从来不抱怨。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
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帮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看着自己的病人面带微笑出院，梁主任觉得自
己所有的付出都值。

“我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我每周陪父
亲和孩子吃一顿饭，这都不能保证，因为每个
周末我还要去全国各地讲学。我喜欢医生这

个职业，尤其酷爱手术，离不开手术刀，”梁晓军
主任说，“ 2017年5月的一天做了22台足踝部
矫形手术，从早上8点半进手术室，直到晚上8
点半才结束，挑战了我人生中一天手术最多的
记录。我曾经一天完成了16台手术，这次创造
了我人生一天手术量最多的一个巅峰。22台这
个数在很多同行看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人
都说我是个手术室里的‘疯子’！多做手术，为
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不是很好吗？”

“我很喜欢做各种复杂的手术，如果患者的
手术足够挑战医学难度，我一定会亲自给他完

成手术，这就是我的风格。”手术台前游刃有余
的梁晓军主任总是这么自信。

仁心大爱 情洒高原

这世上，从没有一种坚持会被
辜负。38岁的余阿记坚持13年使
用中英文双语写作，从家国大事，到
读书随想，再到每天的日记，他都一
笔一画工整地写下来，其中仅英语
单词量，就超过100万个。

除了是西安华山中学的一名老
师，余阿记被外界所熟识的，更多的
是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这个身份。

“这么多年来，手中的笔就没
有停过。”10月10日上午，在西安东
郊的家中，他告诉记者，英语写作与
汉语写作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只要
结构上没有出现错误即可，许多意
思往往可以放在一个长句中表达；
而后者正好相反，短句子多，语义通

过字词直接表达。
余阿记毕业于海南师范大学

外语系，因为父亲与陕籍作家邹志
安是好朋友，他从小便喜欢读书。
2005年，大学毕业，他回到西安成
为一名英语老师。

工作没多久，他和一位年纪稍长
的同事闲聊。得知他是外语系毕业
的，同事笑称，“当英语老师，每年的教
材、考题基本都是固定的，用不了几
年，你的英语就会忘得差不多了。”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余阿记。
“不能这样，”他告诉自己，要通过持
之以恒的训练，不间断地继续学习，
不断扩充英语词汇量。为了能锻炼
英语写作能力，他甚至自己动笔写

中高考、托福、雅思的英语作文。
2011年，余阿记前往乡下支

教。当时，网络博客正在流行，在很
多朋友的鼓励下，他尝试开通博客，
将一些用英语写的散文、诗歌发在
博客上。

“起初，我还担心大家看不懂，没
有兴趣。”让余阿记没想到的是，无数
网友都给他的这种执着精神点赞，这
让他收获了满满的信心，“汉语是一
门如此古老、奇妙的语言，我没有办
法放弃，但是双语写作既是不同的体
验，也能让我的作品更具风格。”

去年，余阿记的作品集《长夜所
思》出版，这本书虽然是中文版，但是
他仍保存了密密麻麻的英文手稿。

余阿记说，英语学习有四门功
课“听说读写”，四者中写作是最难
的。英文写作也给余阿记的教学带

来了好处，很多学生看到他的手稿，
对英语产生了兴趣。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刘院

中学老师坚持13年双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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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钟的“微电影”放完了，灯
光亮起，掌声雷动。屏幕中，主创人
员的名字依次出现，每个名字后面，

都有一个特殊的备注——他们中
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9岁。

西安灞桥区热电小学，600多

名学生中，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将
近80%。两年前，学校成立了一个
影视拍摄小组，招募有兴趣的学生
拍短视频、微电影。在孩子们眼中，
别说是无人机和单反相机，就连电
脑，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从校
外请来专业老师，利用每天放学或
者课间，给孩子指导，”校长韩宝安
给这个拍摄小组取名“小蜜蜂”，希
望他们像蜜蜂一样，勤奋勇敢，执着
追梦，“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两年过去，高年级的学生们相
继毕业，目前的这个主创团队中，一
共13个学生，大家根据各自的兴趣
爱好，承担不同的角色。

今年4月，拍摄小组开始筹备一
部微电影。10岁女孩陈好担任总导
演。微电影取名《科技的力量》，讲的
是学校一名女生，借鉴声控灯和警
灯，发明“声控警示牌”的故事。“拍摄
了近5个月，参加演出的同学有70
多个，素材长达好几个小时，最终成
片是8分钟。”陈好说，拍摄后期，赶上
了期中考试，为了不影响学习，大家
严格控制时间，每周只拍摄两次。此
外，为了保护视力，拍摄小组特意安
排了4位同学，轮流进行后期剪辑。

昨天下午，三秦都市报记者看
完了这部微电影，最强烈的一个感
受是：很专业、很贴近校园，小演员

们个个都很投入。
5年级男孩李浩然是进行无人

机摄像的。从去年起，他开始学习
无人机航拍，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操
作，并承担了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
航拍任务。“特别开心，”他说，这种
实践，不仅给他的校园生活带来了
乐趣，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

11岁的女孩路璐和10岁女孩
李佳怡是团队的编剧。“剧本当中的
每个情节，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思路
来设计。”路璐介绍，写作期间，她们
采访了很多学生，并参考了一些专
业的剧本，写了一个多月。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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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小学生拍摄“微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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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足”带来的痛苦折磨着玉树姑娘才旺
折麻整整29年，由于畸形造成的循环不畅导致
她的脚只有手掌般大小，31岁的她长期用脚背
外侧行走，步履维艰。2010年秋，才旺折麻的家

人带着她来到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进行医治。梁
晓军主任经过仔细诊查，并考虑到她自幼脚部畸
形，又经过一次留有后遗症的手术治疗，决定为
她分两次进行手术。梁晓军带领科室骨干团队，
根据才旺折麻的病情制定了两套手术方案，并由
科室申请对才旺折麻的手术费用进行了部分减
免，他还发动科室人员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献爱
心筹措手术费，帮助才旺折麻渡过难关。才旺折
麻的手术非常成功，足部畸形得以良好矫正，出
院时，她流着热泪为梁晓军主任及足踝外科的医
护人员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红会医院足踝外科梁晓军团队近几年对10
多位玉树藏族足畸形患者成功进行了矫正治疗，
赢得当地群众的称赞。2015年1月，18岁的特
多来到红会医院足踝外科就诊，经诊断，他左足

伴有严重的足部畸形和左下肢肢体短缩。梁晓
军主任采用最先进的3D打印技术为其制定了
完善的手术方案，同期进行了足部畸形矫正和下
肢的延长手术，还为其制订了康复计划，通过电
话和微信远程指导他功能锻炼。特多对手术效
果非常满意，出院后还多次专程到医院看望感谢
足踝外科的医护人员。2017年12月，同样来自
玉树的阿米慕名来到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疗中
心就诊，梁晓军团队成功为其施行了左踝关节置
换术。出院前58岁的阿米在病房里向梁主任献
上哈达并动情地说：“感谢红会医院梁晓军主
任，在梁主任团队的精心治疗和悉心关怀下，我
就要出院回家了，您们是我的恩人，我衷心祝福
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新年快乐……”

巩四海 王孟飞 阮班慧

梁晓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西安市红会医院梁晓军
就是这样一位自幼甘为良医的手术室里的“疯子”。

“父亲13岁参军，父母都是优秀军医，后来响应
国家号召，奔赴延安支援陕北医疗事业，把自己的青
春无私的献给了陕北人民。在医院大院长大的我，
深受父母影响，从小就立志学医，长大要做像父母一
样救死扶伤的好医生。1982年我考进延安大学医
学系，1985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进入西
安市红会医院工作至今。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自认为是一位很称职也
让患者值得信赖的好医生。”西安市红会医院足踝外
科诊疗中心梁晓军主任说。

经过31年的临床磨炼，如今梁晓军已经从当
年的理想少年成长为教授，主任医师，西安市红会医
院足踝外科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足踝外科医
师培训中心（西安）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足踝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
学组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足踝医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骨病专项
基金足踝康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
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组长，西安医学会骨科
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组长。几十年来，梁晓军对足踝
部严重的创伤骨折、复杂的踝足部畸形的诊治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包括同期完成双侧伴有内翻畸
形的踝关节骨关节炎截骨矫形及全踝关节置换，伴
有多趾畸形的复杂拇外翻的矫治，运用3D技术对
复杂的足踝部畸形，严重的马蹄内翻足、高弓足、平
足畸形进行个体化多层次矫治，对各种青少年平足
症实施早期干预矫正，以及各种足踝部严重创伤导
致的畸形愈合的矫正重建术等一系列代表性手术项
目，个人年手术量1000余台。梁晓军先后荣获“西安
市技术创新能手”“西安市优秀共产党员”，他所带领的
支部曾荣获“西安市优秀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在国内率先自主完成首例 Inbone全踝关节置换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的行走、负重等

一系列运动离不开踝关节。踝关节坏了，人就会丧
失行走功能，何谈千里之行，所以有一个健康的足
踝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梁晓军说。

2016年3月一位34岁的男性患者，因3年前
不慎被重物压伤右踝关节，到西安红会医院足踝外
科检查，诊断为“右距骨坏死”“右踝关节创伤性关
节炎”“右距下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最终患者要求
进行“右距骨骨折术后距骨缺血性坏死人工踝关节
置换、距下关节融合术”。 2016年3月15日，梁晓
军主任、李毅副主任、赵恺副主任医师、杨杰医师在

麻醉师和手术室护士配合下，成功为该患者实施了
全踝人工踝关节置换。本次人工踝关节假体是美
国Wright公司第三代全踝人工关节系统——
INBONE Ⅱ，这也是西安市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
疗中心梁晓军团队在国内率先自主完成首例第三
代全踝关节假体置换手术，标志着西安市红会医院
足踝外科在踝关节置换术治疗方面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同时也是踝关节炎治疗上的又一重大突破，
这给正在饱受踝关节炎折磨的患者带来了福音。

据了解 ，西安市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疗中
心是西北地区较早设立的以诊治足踝部疾病和

下肢创伤为主的专科，已开展踝关节骨关节炎
手术治疗多年，手术技术成熟，在全国足踝外科
领域以及我省乃至西北地区足踝病患中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每年约有300例各种踝关节炎患者
在该科进行手术治疗。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疗
中心梁晓军主任介绍，目前针对不同时期的踝
关节骨关节炎患者，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应用
分级保踝术、踝关节置换术和踝关节融合术，去
除疼痛、改善功能效果显著。其先进的治疗方
案与国际同步，国内领先。

他是手术“疯子”一天做22台手术
梁晓军从医以来，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

的节假日，每天都要到病房去巡视病人。因为
病人太多，大量手术需要他亲自去做，梁主任经
常会在节假日里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做手术，再
忙再累他从来不抱怨。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
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帮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看着自己的病人面带微笑出院，梁主任觉得自
己所有的付出都值。

“我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我每周陪父
亲和孩子吃一顿饭，这都不能保证，因为每个
周末我还要去全国各地讲学。我喜欢医生这

个职业，尤其酷爱手术，离不开手术刀，”梁晓军
主任说，“ 2017年5月的一天做了22台足踝部
矫形手术，从早上8点半进手术室，直到晚上8
点半才结束，挑战了我人生中一天手术最多的
记录。我曾经一天完成了16台手术，这次创造
了我人生一天手术量最多的一个巅峰。22台这
个数在很多同行看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人
都说我是个手术室里的‘疯子’！多做手术，为
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不是很好吗？”

“我很喜欢做各种复杂的手术，如果患者的
手术足够挑战医学难度，我一定会亲自给他完

成手术，这就是我的风格。”手术台前游刃有余
的梁晓军主任总是这么自信。

仁心大爱 情洒高原

这世上，从没有一种坚持会被
辜负。38岁的余阿记坚持13年使
用中英文双语写作，从家国大事，到
读书随想，再到每天的日记，他都一
笔一画工整地写下来，其中仅英语
单词量，就超过100万个。

除了是西安华山中学的一名老
师，余阿记被外界所熟识的，更多的
是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这个身份。

“这么多年来，手中的笔就没
有停过。”10月10日上午，在西安东
郊的家中，他告诉记者，英语写作与
汉语写作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只要
结构上没有出现错误即可，许多意
思往往可以放在一个长句中表达；
而后者正好相反，短句子多，语义通

过字词直接表达。
余阿记毕业于海南师范大学

外语系，因为父亲与陕籍作家邹志
安是好朋友，他从小便喜欢读书。
2005年，大学毕业，他回到西安成
为一名英语老师。

工作没多久，他和一位年纪稍长
的同事闲聊。得知他是外语系毕业
的，同事笑称，“当英语老师，每年的教
材、考题基本都是固定的，用不了几
年，你的英语就会忘得差不多了。”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余阿记。
“不能这样，”他告诉自己，要通过持
之以恒的训练，不间断地继续学习，
不断扩充英语词汇量。为了能锻炼
英语写作能力，他甚至自己动笔写

中高考、托福、雅思的英语作文。
2011年，余阿记前往乡下支

教。当时，网络博客正在流行，在很
多朋友的鼓励下，他尝试开通博客，
将一些用英语写的散文、诗歌发在
博客上。

“起初，我还担心大家看不懂，没
有兴趣。”让余阿记没想到的是，无数
网友都给他的这种执着精神点赞，这
让他收获了满满的信心，“汉语是一
门如此古老、奇妙的语言，我没有办
法放弃，但是双语写作既是不同的体
验，也能让我的作品更具风格。”

去年，余阿记的作品集《长夜所
思》出版，这本书虽然是中文版，但是
他仍保存了密密麻麻的英文手稿。

余阿记说，英语学习有四门功
课“听说读写”，四者中写作是最难
的。英文写作也给余阿记的教学带

来了好处，很多学生看到他的手稿，
对英语产生了兴趣。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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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钟的“微电影”放完了，灯
光亮起，掌声雷动。屏幕中，主创人
员的名字依次出现，每个名字后面，

都有一个特殊的备注——他们中
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9岁。

西安灞桥区热电小学，600多

名学生中，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将
近80%。两年前，学校成立了一个
影视拍摄小组，招募有兴趣的学生
拍短视频、微电影。在孩子们眼中，
别说是无人机和单反相机，就连电
脑，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从校
外请来专业老师，利用每天放学或
者课间，给孩子指导，”校长韩宝安
给这个拍摄小组取名“小蜜蜂”，希
望他们像蜜蜂一样，勤奋勇敢，执着
追梦，“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两年过去，高年级的学生们相
继毕业，目前的这个主创团队中，一
共13个学生，大家根据各自的兴趣
爱好，承担不同的角色。

今年4月，拍摄小组开始筹备一
部微电影。10岁女孩陈好担任总导
演。微电影取名《科技的力量》，讲的
是学校一名女生，借鉴声控灯和警
灯，发明“声控警示牌”的故事。“拍摄
了近5个月，参加演出的同学有70
多个，素材长达好几个小时，最终成
片是8分钟。”陈好说，拍摄后期，赶上
了期中考试，为了不影响学习，大家
严格控制时间，每周只拍摄两次。此
外，为了保护视力，拍摄小组特意安
排了4位同学，轮流进行后期剪辑。

昨天下午，三秦都市报记者看
完了这部微电影，最强烈的一个感
受是：很专业、很贴近校园，小演员

们个个都很投入。
5年级男孩李浩然是进行无人

机摄像的。从去年起，他开始学习
无人机航拍，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操
作，并承担了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
航拍任务。“特别开心，”他说，这种
实践，不仅给他的校园生活带来了
乐趣，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

11岁的女孩路璐和10岁女孩
李佳怡是团队的编剧。“剧本当中的
每个情节，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思路
来设计。”路璐介绍，写作期间，她们
采访了很多学生，并参考了一些专
业的剧本，写了一个多月。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杜豆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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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小学生拍摄“微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