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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半，急促的电话

铃声打破了寂静的夜，“喂？”

“急诊！插管！”一袭绿色的“精

灵”飞速起身，一手拎着“百宝

箱”，一手娴熟地扣着白大褂，

奔跑在黄金 5 分钟的抢救路

上。他就是与死神斗争的幕后

战士———麻醉医生。值班 24 小

时，他们不是在抢救中，就是在

去抢救的路上。

近几年，中青年麻醉医生

猝死事件频发。在 2018 年就已

发生了 4 起。这样令人痛心的

事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我身边。

13 年前的那个夜晚，刚下班不

久同事 W 突然倒下，即便是在

医院大院内，任凭大家努力抢

救，还是没能留住他年轻的生

命。那年，他的孩子还没读幼儿

园；那年，他刚刚通过中级考

试；那年，他正准备接任主任一

职。但他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

目前，昌化人民医院麻醉

科有 5 位医生，平均年龄 35
岁，但已有两位需要口服“倍他

乐克”，专业人士都知道这个药

物是治疗心脏的。为何麻醉医

生的猝死率如此之高？因为麻

醉医生的“病情处理周期”是最

短的，有时是几分钟，甚至只有

几秒钟。他们所面对的“命情”，

是患者最直接的生命安全！

记得两年前的一个夜值，

当时我怀孕 6 个月，接到电话

说有一个剖宫产，常规以为只

是熬不住疼痛的普通产妇，打

开电脑想查看一下病人情况，

可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听到一阵

急促的门铃声，开门后竟看到

担架、产妇、还有手托脐带的产

科医生。脐带脱落对孩子来说

可是致命的，麻醉选择不当，或

是稍作停顿对产妇和胎儿都非

常危险。怎么办？我深深地吸了

一口气，托起我的肚子，立马呼

叫家属快速谈话签字，并同时

嘱咐产科医生消毒铺巾。麻醉

和手术几乎同时进行，产妇刚

刚插好管，孩子就抱出来了！只

听到：“小朱，抢救孩子！”我的

本能反应就是要快，再快一点！

平时觉得 4 号手术间真小，一

个转身就会碰到机器，可现在

几步路我都觉得是那么漫长，

我铆足了劲让自己以最快的速

度和死神赛跑，打开抢救箱，左

手拿起咽喉镜，右手拿起气管

导管，挑起会厌，吸痰，清理气

道，插管，开放气道，一气呵成！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我手控呼吸配合着胸外按压的

节奏，心里默默祈祷：“孩子！请

你坚强！”1 分钟后，自主呼吸有

了，心率 100 次/分，孩子哭出来

的那一刻，我觉得全身的力气

都被抽干了，却欣慰地笑了

……手术十分顺利，为安全起

见，孩子被送往上级医院继续

观察治疗。产妇醒来第一句话

就问“我的孩子呢？”我安慰她

说“孩子目前状况良好，安全考

虑送上级医院观察！”，她安心

的点点头，同为人母的我感觉

到她流下的是幸福的泪水，是

莫大的安慰，是真诚的感谢。同

样孕期内的我经过一晚的颠

簸，早已身心俱疲，但那一刻，

我为自己点赞，为自己的职业

自豪。

我们偶尔会失落，偶尔有

彷徨。可当听到因为“胎窘”而

顺利剖宫产下的婴儿的啼哭

声；初为人母的妈妈闪着泪光

说“谢谢你”时；当病人舒适无

痛地醒来诉说自己刚刚做了一

个美梦时，便是无声胜有声了。

选择当一个麻醉医生，我

骄傲、我无悔！

（朱鸯玲）

8月 19日，我国以医师为代表的 1100多万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将迎来自己的节日———首个“中国医师节”，这也是继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之后，我国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医生是一个特殊的
职业，他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他们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任，怀着悬壶济世的仁心，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让我们远离疾病困扰！医生用仁心仁术守护患者的健康，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为迎接医师节的到来，杭州市临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开展“我最难忘的一位好医生”征文活动，同时举办“致敬好医生·朗读会”，现将“我最难忘的一位好医生”获奖征文在此选登，共同感受一个
个医生与患者之间温情、真实的感人故事，品味医者的仁心仁术。

要问我心目中的好医生，我

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曾经的同

事和永远的老师———郎成贤医

师。

2002 年 7 月，我有幸进入锦

城镇医院工作，被安排和郎医生

共同组建美容整形科，不久就随

郎医生一起赴杭州解放军 117 医

院学习美容整形，在 117 医院的

医生办公室，我被用钢笔抄写的

“医生行为准则”、“医生工作制

度”的镜框深深所吸引了，那里的

医生告诉我，这是郎医生 1992 年

第一次来学习时抄写的，他们都

很喜欢，所以就一直挂着。那一

刻，初为医生的我内心充满了感

动和震撼，因为那不仅仅是普通

的镜框，平常的条文，更是一种对

知识的渴求、对工作的热情、对职

业的崇仰。虽然岁月匆匆，世事纷

繁，但郎医师的那份初心，那份情

怀，我永远铭记在心并深受鼓舞

和激励。

记得，那是个丹桂飘香的秋

日，一位小姑娘因为电瓶车碰撞，

脸上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

血直流。接诊的外科因为担心针

线粗，容易留下疤痕和遗憾，建议

家长最好转到杭州整形医院治

疗，并告诉他们到整形科可能需

要大约 3000 多元的费用。这对夫

妻听后眼泪汪汪地恳求说：“医生

啊，我们只是打工的人，根本拿不

出这么多钱，你们只要给我女儿

缝起来能保住她的命就好了，不

要管留不留疤。”正巧我和郎医生

下班路过外科，听到小姑娘凄厉

的哭喊声，便走了进去。外科医生

见郎医生和我，便向我们大致介

绍了他们的情况，郎医生听了后

马上说：“这个手术我帮你们做

吧，手术费用就按普外门诊收

取。”于是，郎医生顾不上下班，叫

上我一起一边哄逗小姑娘，一边

用我们整形科的小针小线，专心

细致地帮她缝合伤口，用了整整

2 个多小时完成了手术。我见他

长舒一口气说：“这下小姑娘长大

就不会留疤了，也不会怪她的爸

妈了。”走出手术室他向孩子的父

母交待了一些术后注意事项就走

了。一周后，那父母带着小姑娘来

拆线，当我看到小姑娘光洁的脸

颊，看到父母真诚的感谢，看到郎

医生和蔼的笑容，我心里突然跳

出几个有力的大字：那就是“医者

仁心”。

在与郎医生共事相处的二十

年间，他的言行举止他的低调谦

卑深深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他是

我工作上的导师，用情怀、仁爱和

美丽浇灌了生命之花！

（谢金芳）

他每年通过撰写文章、组织

图片展或开设讲座等宣讲形式揭

露细菌战悲惨事实，声讨日寇侵

华暴行；曾三次赴日本声讨侵华

日军暴行，力争公正判决；每年赴

中小学和农村文化礼堂开展青少

年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多次被

相关部门授予科普、宣讲和志愿

服务等工作的先进个人和荣誉称

号……一串串闪光的足迹体现了

他“不忘初心跟党走，与时俱进不

落伍”的价值理念，见证了农工党

党员传承优良作风、奋力前行、一

步一个脚印迈出的坚实步伐。他

就是谭家麟，湖南常德人，退休前

是临安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

师；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第一

发现者谭学华博士之子。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这是一句名言，有些人将这句话

说说听听后，可能渐渐地淡去，而

他却拿来雕成理念，悬在心空，用

自己百折不挠的执着，跋涉在艰

辛的践行中……

谭家麟作为临安区青少年思

想道德与法治教育宣讲团成员，

跑遍了浙江、湖南、安徽、江西、陕

西 5 个省 40 余所院校，演讲了

80 多场次。他从不错过演讲宣传

的机会，三次赴日声援期间，在候

机厅讲，在飞机上讲，在下榻宾馆

讲，在法院门口讲，只要有机会，

他就向人们揭露细菌战悲惨事

实，声讨日寇侵华暴行。

在杭州柳浪闻莺公园的“日

中不再战”纪念碑前，他向夏令营

的阳光学子们演讲时，讲着讲着

竟哭了起来。他说这是他生平第

一次痛哭流泪。谭家麟的演讲使

同学们深受鼓舞，一个个群情激

愤，来自江山的学子刘灿激动地

说：“谭老的话，点燃了我全身的

血液。”

当得知自己被评为杭州市功

勋志愿者、浙江省基层宣讲工作

先进个人时，谭家麟笑着说：“作

为见证人，我要把真相告诉更多

的人，让更多的人牢记那段历

史。”

（屠力）

一份真情
用爱心视患者为亲人
2001 年，一位 72 岁的李影奶

奶，因为直肠癌在临安区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这是吴军医生入院的第二

年，当时他正在普外科轮转，成为了

李奶奶的主管医生。

通过近一个月的治疗，李阿婆逐

渐恢复了健康，同时李阿婆也越来越

喜欢这位帅气的小吴医生，她说：“吴

军医生医术好，态度好，每天都会来

我的床前嘘寒问暖，比我的孩子还要

贴心！”

阿婆出院时，吴军还把自己的电

话号码给了她，让她有问题随时和他

联系，这样一联系，就联系了整整 18
年！

阿婆身体健朗，每年都会到医院

里来看看她的小吴医生。上个月，李

阿婆得了白内障，吴军和同事们一起

将她从建德接来，为她做了手术。阿

婆说，他们现在已经从医患关系升华

为亲人关系了。

一份使命
解决山区百姓就医难
2010 年 10 月，医院派吴军担任

昌北人民医院的执行院长。两年间，

他走遍昌北的每一个山村，了解当地

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安排临安区人民

医院医生定期到昌北人民医院坐诊；

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外科及骨科的

特长，带领昌北人民医院的医生开展

部分适宜手术。为保障昌北人民打山

核桃期间的安全，吴军还在卫计局的

组织下，带领医疗队进驻昌北人民医

院，对伤者就地开展诊疗和手术，危

重者及时转运，全力保障昌北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

一份坚守
出院一周回科上班
2015 年开始，吴军经常感到头

晕头痛，偶有恶心症状，但他一直没

有重视，在妻子的催促下他去做了磁

共振检查，结果却吓了自己一大

跳----他患了颅底脑膜瘤！由于瘤

体位置很深，经过上海专家的会诊，

建议尽快手术。他安排好工作，赴上

海住院手术治疗。

在上海住院期间，他还经常打电

话回科室指导工作。出院时，医生建

议吴军至少休息一个月，但出院后一

周，他就出现在病房里了。他说，他不

放心科室，科室里人员本来就非常紧

张，他来的话总可以减轻点其他人的

工作量。一句朴实的话，彰显了吴军

高度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心里装着科

室和病人！

（朱雅琴）

1995 年始，我儿觉得胃不适，时

有胃痛。96 年胃痛加剧，时常痛得满

头大汗、在床上滚爬，有时还伴有黑

便。经胃镜检查发现一个直径约 3
厘米的胃溃疡。友人建议手术治疗。

手术请哪位医生呢？当时友人

推荐了余福友。社会上有传：事先送

个红包，这样才稳妥可靠。我趁办公

室只有余医生一人，送上一个红包，

以表心意。岂知余医生很不高兴：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治病救人是我

应该做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

的。如果你执意要这样，那我就无法

参与这台手术。”红包拒收，无奈，我

忐忑不安地走出办公室。

1996 年 5 月 28 日，手术从上午

八点半做到下午两点。由余医生主

刀，潘向东、洪必达两位辅助。腹部

切开后，见胃里竟长着个“井口型怪

物”，直径有 6 厘米多。余医生果断

决定做胃癌手术：向外围扩展五公

分切除肿块并清扫淋巴结。手术做

得干净利落。那天正好有杭州医院

的领导和专家在昌化医院手术室检

查工作，目睹了手术的全过程。事后

他们都高度评价了这台手术。

经浙一医院会诊，果然是个“恶

性程度很高的低分化腺癌”———由

于余医生的果断，我儿免除了第二

次手术之痛。

手术后经过近半年的化疗，

后又边工作边服药，中药调理 3 年

余。在此过程中，曾多次反复，出现

状况和险情。记得有一次出现肠梗

阻，疼痛难忍，有医生建议手术治

疗。但余医师耐心地给我儿做了一

个多小时的腹部按摩，终于通过非

手术手段排除了梗阻。因为手术毕

竟对身体伤害太大，肿瘤病人术后

本已体质虚弱，是难以承受再次手

术的。余医生宁可自己辛苦，也要把

病人的风险降到最低。现今二十多

年过去了，我儿健康、快乐地工作在

自己的岗位上。

事后我多次上门咨询术后保养

的问题，并表示感谢，带上些小礼

物，但余医师都不肯收。他说：“治好

你儿子的病，看他恢复得很好，就是

给我最好的礼物”。每次路遇，余医

师总要问问我儿的情况，听我说很

好，他就高兴。我想经他医治过的病

人不知有多少，他都牵挂在心，足见

他的医德人品。

余医生是位“具有仁心、仁术、

父母心的良医”，我儿的救命恩人。

这样的好医生，我们几代人都将铭

记在心。

（方本顺）

“我能带病生存到今天，全

靠您的救治，我家三代人都真

诚的感谢您。人非草木，焉能无

情？！”落款是十年老病号。

这是笔者在吴江主任的抽

屉里发现的一封特别的感谢

信，写感谢信的是绍鲁 97 岁退

休老教师王成法，在这封信中，

我们不难发现有些许错别字，

但我们能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

老人的真情实意，以及对吴江

医师的感激和信赖，看过的人,
个个为之动容，内心的柔软被

触动了。

故事要追溯到 15 年前，吴

江还是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

一天值班，遇到王成法老人突

发心脏病。当时的小吴，倾尽全

力，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由于他工作认真细心、态度

耐心诚恳，王老师很喜欢与他

交流，到了出院的时候两人已

经成为忘年之交。那以后，家里

无论大小成员，只要有个头疼

脑热都找吴江，吴江成为他们

家名副其实的“家庭医生”。每

年的年关岁末，老人都会在三

个儿子的护送下到医院检查配

药看望小吴，第一次临走前，老

人毕恭毕敬向吴江医师鞠躬行

礼告别，没有防备的吴江吓的

一愣一愣，反应过来后连忙还

礼。这样的流程一直持续到今

天，直到最近才被吴江强行阻

止了。

15 年，时光飞逝，15 年

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今年春

节的前两天，王老师又来了，吴

江为他检查后，配了一些日常

用药。本想聊聊闲话，看他忙前

忙后，就悄悄走了。下班时候，

吴江在办公桌上发现了这张小

卡片（药盒子），寥寥数语，让吴

江的心里顿时温暖开来，他说

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

物。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才

是医患该有的关系。

（张笑燕）

迎接首届“中国医师节”———致敬好医生
尊医重卫 健康你我

用情怀、仁爱和美丽
浇灌生命之花

———记锦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郎成贤

见证历史 弘扬正气
———记临安区人民医院退休医生谭家麟

飞扬的青春 无悔的选择
———记临安区人民医院骨一科主任吴军

铭记在心的好医生———余福友

写在药盒里的话，
温暖了我们的朋友圈
———记於潜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吴江

无悔麻醉一生
———记昌化人民医院麻醉科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