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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最近感觉怎么样？”戴着眼镜的斯文
青年笑着递过药盒，“这是下个月的抗感染药，要
记得吃呀。”

“又麻烦你啦小杨，快进来喝杯茶！”男子热
情招呼着，硬是要把小伙子拉进家里坐坐。

很难想象，这两位融洽的“本家”相识于一场
波折的手术。

57岁的老杨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去年8
月，因为熬不住膝盖疼到二院就诊，被确诊为轻
度膝关节损伤、半月板损伤。杨开元为他进行了
膝关节手术。然而，现代医学尚无法做到百分百
无感染，老杨不幸中招。术后3天，他发起了高
烧，由于保守治疗后效果不好，只得再次进行清
创手术。

看着老杨一天天消沉下去，杨开元感受到了
深深的无力——技术上已经到了边界，还有其他
办法吗？年轻的医生想到了一个“笨”办法：每天
一得空就到床边和老杨搭话，同时早晚各一次帮
他进行康复锻炼。

老杨本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尬聊过后倒也打
开了话匣子，聊着聊着心情也开朗了起来。等到
出院时，两人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聊的忘年交。出
院后，老杨仍需要长期服用抗感染药物，杨开元

便经常送药过去，顺便观察一下其康复情况。
“当医疗技术走到尽头时，积极沟通也能成为

帮助患者战胜病魔的武器。老杨说感谢我，其实
应该是我感谢他给我上了一课。”杨开元不好意思
道，“其实在学校里，也有专门讲医患关系的课，但
那会没当回事，直接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杨开元想起跟着徐南伟主任上专家门诊时
的情景：从下午1点看到
晚上8点，不限号，坚持
看完每一个回单才结束，
匆匆到食堂带一份面就
回家了。而患者们看他
的眼神，总是充满着信任
和希望。

每 每 回 想 起
那 些 眼 神 ，杨 开
元 浮 躁 的 心
就 会 沉 下 来 ，
他 知 道 ，只 要
把 当 下 的 事
情 做 到 最 好 ，
一 步 步 走 下
去就好。

医道医道：：救死扶伤救死扶伤，，亦可千姿百态亦可千姿百态
□本报记者 李青 通讯员 孙镇江

千万年前，有人祭祀神灵、遍尝百草以驱灾病；千万年后，有人窥镜执刀、坐诊开方以固健康。斗转星移，时移世易，救死扶伤之法自
然也非一成不变。道路万千，皆可成医。然而，不同时代下的医者，既被当下的环境和技术淬炼，也就必须面对相应的课题。

8月，正是许多人挥别校园、入职医院的“起点”。下面这6名不同年龄段的医生，有的刚迈出了第一步，有的正披荆斩棘，有的已闯
出坦途。在“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不妨一起透过他们，来看看不同的医道风景。

6岁的小女孩静静地睡在手术台上，本是
一场常规手术，一旁仪器上的氧饱和度却突然
下跌，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手术操作毫无问
题，怎么会突然缺氧？若不及时纠正，心脏就
要骤停了！主刀医生迅速将主动脉与肺动脉
的间隙分开，切断上下腔静脉并插入引流管，
将插管与人工心肺机连接，眨眼间完成了体外

循环，终于拉回了氧饱
和度。此时，麻醉医生
才发现，是插入的麻醉
气管折在里面了。

这是上世纪90
年代，上海中山医
院里的一台手术。
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力挽狂澜的
是一名从常州

来进修的年
轻医生。

“ 这 场
手术让我重
新找回了信
心。”早在收

到南京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时，童继春就决意要
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毕业时普外科、骨科、心胸
外科、泌尿外科等都向他递出了橄榄枝，喜欢挑
战难度的他选择了心胸外科。可也正是因为难
度系数高，心胸外科医生的成长速度比较慢，往
往要十多年才能独立主刀。于是，当同学们一
个个成为主刀，“炫耀”着新成就时，曾经的优等
生陷入了自我怀疑中——“我真的适合做外科
医生吗？”

最终，他憋着一口不服输的气劲，一步步脚
踏实地冲了出来。

当时受手术器械局限，外科多为开放性手
术，几乎每一步操作都要伴随徒手打结，一台下
来要打几百个结。童继春意识到，这个朴素的基
础操作，决定着手术的流畅度和速度，便坚持每
天用丝线练习。积年累月，床头攒起一大捧打满
结的丝线，远看就像一顶小姑娘的假发。童继春
的操作速度和精度，也随着一顶顶“假发”的积累
一步步提升。

不改鸿鹄之志，冲破迷茫之境，童继春“重
生”后恰逢腔镜新技术诞生。年轻好学，基础扎
实，又有开放手术经验的他厚积薄发，昂首挺胸
地“冲”上了新浪潮。

2015年，在国家公派高水平研究项目资助
下，刘芳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医学博士，主攻
颅内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在堪称欧洲医学
中心的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刘芳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手术方式几乎都是全新的，
有太多看不懂的操作，甚至琢磨不透操作的原
因。”症结在哪？他想，应该是缺乏系统性的颅

内解剖知识。
大脑是人体中最为精

细和神秘的器官。1000多
亿个神经元、上万亿的突触
连接分布其间，形成复杂的

迷宫网络，功能区交错
重叠，其解剖结构也极
为复杂。但要做好高难

度的颅内手术，对
解剖的理解至关重
要。不懂的东西一

定要搞明白，
这 是 刘 芳 的

“牛脾气”。他
又申请到美国
康奈尔大学进

修颅内解剖。
学解剖不是死记硬背，需要通过思考将

“型”融会贯通，是件既需要“动手”又需要“悟
性”的事。

作为高难度手术之一的“岩前入路”，其关
键在于如何在岩骨上磨出一个方向、大小合适
的洞，从而制造出可以从血管、神经、骨骼之间
直达病灶肿瘤的通道。刘芳抱着头骨磨了三个
礼拜，终于“悟”成了。“当时我们小组一共五人，
其他四人来自美国、意大利、埃及和阿根廷。我
是第一个琢磨出来的，后来教会了他们。”刘芳
骄傲道。

其实，学医并非他的第一志愿，只是考砸后
的“备胎”。大学前两年，因为校园环境枯燥，他
毫无学习热情，考试都是低空飞过。而如今，神
秘的大脑牢牢地“捕获”了他。

完成学业后，刘芳感觉就像拥有了一把打开
新世界大门的钥匙。然而，唯有实践才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回国后，这位年轻的科室主任便
不断挑战着医学上的“人体禁区”，于毫厘之间，
与死神交锋。每一次，刘芳都选择迎难而上。“治
病不是炫技，但我能做的手术越多，就更能为患
者选择适合的方案。”

2002年，高薇考上了苏州大学医学院。和
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她并没有觉得多兴奋。外公
是儿科医生，母亲是皮肤科医生，高薇读医便带
着一股“女承祖业”的淡定。她的母亲同样毕业
于这所校园，母女俩并肩漫步，发现除了多了两
栋楼，这里没什么变化。

本科实习那年，正赶上学校创“211”，高
薇被安排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扎扎实
实地锻炼了一回。这位性格直爽的姑娘，骨
子里热爱挑战，初生牛犊不怕虎，在血液科、
普外科各种“强势”科室的病房轮转了一番，
手术台也没少上。

然而，实习结束后，原本保研的她却没肯按
部就班，保留了学籍就直接去医院干了临床。3
年规培，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甚至精神病
科等通通待了一遍，最后还是选择在皮肤科扎
下了根。

在大众眼里，皮肤科是个“轻松”的科室。高
薇却从小跟着母亲见识过病房里的重症病人，像
是重症药疹患者，全身起泡、皮肤斑驳，病情严重
起来危及生命，母亲常常一天就要查房 2—3
次。儿时的场景就像一颗种子，落进了小小的高
薇心里，随着她的成长生根发芽，最终吸引着她

回到了这片“土地”上。为了更好地救治患者，曾
经放弃保研机会的她，主动去考了皮肤科相关的
研究生、博士生。

如今，在二院城中和阳湖两个院区里，都有
高薇收治的皮肤科重症患者。这些多是全身系
统疾病，常常连带引起心肺功能问题。得益于此
前扎实的规培实战经
验，面对这些，她仍能面
不改色地迎难而上。

“实习、规培，看似
绕了远路，其实都带给
了我珍贵的经验。”高
薇笑着说，“人生
有无限的可能，
每一条路都
值得尝试，每
一步只要踏
实走过就不
算白费。只
有自己思考
过、尝试过，
才能找到适
合的路。”

那是去年深秋的一个凌晨，一名浑身酒气
的男人呕着血来到二院急诊大厅。因为患者说
左腿感觉有些麻木，还凉凉的，接诊医生查体后
发现其股动脉搏动几乎消失，便呼叫血管外科
会诊。

卓华威正是当天的值班医生。他根据CT
血管成像判断，患者左腿
部分血管栓塞，建议其趁
早进行对症治疗，越拖缺
血越严重。“从来没听说
过看血管的。”患者理直
气壮地拒绝了，卓华威也
只好暗自叹气。

不过，最终由
于缺血越来越严
重，这位患者腿疼

得厉害，又再
次 来 就 诊 。
这一回，他接
受了介入治
疗，效果立竿
见影，左腿的
皮温和颜色

恢复到正常水平，痛感也消失了。“太神奇了，我
基本没什么感觉就好了。”

这样的情况卓华威遇到不止一次了。作为
普外科的一个亚专科，血管外科又“新”又“小”，
并不是每家医院都独立开设。在二院，这个科室
共有7名医生，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

这条路，是卓华威深思熟虑后选择的。
2019年，卓华威在东南大学读研时，就在南

京鼓楼医院实习。这家医院开设了全国第一个
独立的血管外科。“血管外科主要针对除脑血管、
心脏血管以外的外周血管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
疗，常见病如静脉曲张等发病率很高，但专科医
生却很少，因此我觉得前景不错。学科处在发展
初期，新技术不断涌现，对我们年轻医生来说也
是很好的发展机遇。”

只是每逢秋冬季，心脑血管疾病激增时，医
生少就变成了劣势，卓华威几乎天天都要熬到凌
晨才能回家。更令他崩溃的是，这种忙乱充满了
不确定性，急诊会诊、二次手术……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call什么时候打来，完全没法放松，整个
人就像绷紧的弓弦。

“成年人谁没点崩溃的瞬间呢。”卓华威自我
开解，“路我自己选的，当然要走下去。”

冲出低迷期后，他赶上了“新浪潮”

二院心胸外科主任童继春

32岁，在科室全体同事的联名举荐下，还是
主治医师的蒋华成为了连云港二院肿瘤内科的
科主任。随后的8年间，他带领团队，将这个原
本医护人数比患者还多的科室打造成了市重点
科室。

在第四个本命年之前，蒋华已经收获了无
数的光环——连云港抗癌协会第一任理事长、
连云港市肿瘤医院院长，担任省、市各级学术职
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患者慕名而来……简历
之璀璨，堪比偶像剧中的“人生赢家”。

然而，登顶之后，蒋华并没有留在这个“舒
适区”。“离退休还有12年，我要怎样过才算对生
命有个交代？”蒋华叩问自己，最后选择离开连
云港，来到常州二院担任肿瘤中心主任，“上世
纪90年代，我曾在这里实习。如今在这里再次
启程，也是一种缘分。”

洗尽铅华再上路，荣誉、身份这些对蒋华来
说已是过眼浮云。在长久以来对抗肿瘤的“战
争”中，他发现，看似是医生为患者带去临床治
愈，其实患者也在治愈着医生。

在刚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进修
回来时，他碰到一名被确诊为淋巴瘤的女

性，才二十多岁，孩子还不满 1 岁。面对这
样的求助和信任，他没有说“不”的理由，一
边用药，一边详细记录每项数据，根据反馈
不断调整方案，一年后终于达成了临床治
愈。然而，因为治疗，这位年轻的妈妈失去
了工作，还负债累累。她没有气馁，自己创
业，如今不仅身家过亿，还顺利生下二胎，一
家人其乐融融。

这份双向的治愈，
正是蒋华心底想抓住
的幸福。“每一个生命
都极其神圣，每
一个永不放弃
的 人 都 是 英
雄。正是在医
患并肩战斗
的过程中，我
一步步学会
了敬畏，学会
了判断，学会
了在生死间
释怀。”

成为“人生赢家”后，他离开了“舒适区”

二院肿瘤中心主任蒋华

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刘芳

点燃兴趣后，他逆袭成了“学霸” 千帆过尽，她还是选择了“初恋”

二院皮肤科副主任高薇

选择新学科，他收获了共同成长

二院血管外科住院医师卓华威

真诚沟通后，他发现看好病不止靠技术

二院骨科住院医师杨开元

本报讯（陈荣春 卫健宣）昨天，市卫
健委召开全市卫健系统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推进会，进一步贯彻落实近期全市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精神，
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更强的斗志，
凝聚共识、激发干劲，着力发挥行业优势，
为全市争创工作贡献卫健力量。

会议阐述了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工作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全市卫健系
统的重点任务，要求全系统上下一方面

要加快加紧推进重点攻坚项目，另一方
面要对标对表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水平。

会议指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工作要求更高、涉及面更广，全市卫健
系统要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创建
内核，精准发力，一着不让抓创建；各级
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
责任，提质增效抓落实；坚持整体思维、
强化系统观念，着力构建全面创建、全

民创建、全域创建的良好格局，汇聚合
力，意识加压再奋进。

会议强调，要把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工作与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有机结合，通过开展文明创建，促进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温馨、满
意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增强获得感、幸
福感，让创建成果实实在在惠及群众。

会上，新北区卫健局、市二院、市卫
生监督所的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市卫健委召开全市卫健系统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推进会

为全市争创工作贡献卫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