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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雷琨 实习生黄伟

“你看过《红海行动》吗？神经外科四病区这
个攻坚团队就好比里面的蛟龙突击队，面对的
都是最凶险的敌人。”大徐(化名)是个“军迷”，
同时也是在北京天坛医院(下简称天坛医院)神
经外科就诊的一位患者，他的主治医生是四病
区主任林松。套用大徐的比喻，林主任应该算是
这支“突击队”的“队长”兼“狙击手”。

脑胶质瘤、高难度深部肿瘤、中枢神经系统
淋巴瘤……这串常人看来陌生而恐怖的疾病，
就是这支“突击队”对抗的“敌人”。脑胶质瘤俗
称脑癌，因手术风险高、治疗难度大、患者生存
期短等特点，多年来一直让人闻之色变。

林松从不讳言“敌人”的凶恶。“如果把人的
颅脑比作一个圆形的靶子，我们接诊的不少患
者，他们的肿瘤长在靶心处接近十环的要害位
置。”林主任告诉记者，“实施手术时，既要尽可
能彻底地切除肿瘤，又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患
者的神经功能不受损、少受损，难度确实极大。”

“让有需要的患者都能看上病”

杨凯元，目前在首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二
年级，他和同学李铭孝、师兄黄伟一样，都是四
病区这个“战斗集体”的年轻血液。系好白大褂
上的最后一粒扣子，“冲锋号”也就随之吹
响——— 早上 7：50，他们几乎同时从门诊楼满
载的电梯里侧身挤出来，随即被候诊的患者和
家属围住，急着要加号的患者甚至拉住了他们
的衣袖。

“只要有需要，林主任一般都会给加的；在
神经外科，首诊重要、手术重要，术后复查和治
疗也同样重要，所以只要来了，都得尽量让人家
看上病。”黄伟说话时语速很快、带一点南方口
音，但吐字和表达却非常清楚，这是他在四病区
这些年与患者沟通练出来的。

清晨到岗，做好下周的手术安排，林松快步
赶到门诊楼，在电脑前坐定，迎接当天的第一位
患者。

“看你这片子挺好的啊，没有复发。”林主任
先开出一粒“定心丸”，女患者一直紧皱的眉头
散开了。“但是看化验结果，内分泌系统还是受
到了影响，接下来要把药量调整一下。”林松向
患者解释了她近来身体出现不适的原因，提醒
她每次来神经外科复诊都要连带着做内分泌方
面的检查，又把调整后的用药方法复述了两遍。
一旁的杨凯元快速地在患者的病历本上记录
着。与此同时，李铭孝开始换片子并介绍下一位
患者的情况。写好病历，杨凯元帮患者把各项检
查结果收进装影像报告的袋子里；女患者道谢
出门时，李铭孝也跟了出去，交代她一些复查、
用药和日常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

林松和年轻的助手们连轴转、打配合，环环
相扣、争分夺秒、一刻不停，从首位患者就诊到
第二个患者进门，整个过程用时 4 分钟。

“很多患者都是千里迢迢过来看病的，我们
必须提高效率，无论手术还是门诊，要质也得要
量，既要尽快帮每位患者把问题解决了，也要让
有需要的患者都能看上。”

林松出门诊时，很少喝水，能省的时间都省
出来给患者；但不能省的环节，他一个也不会落
下。这些必备环节，既包括了解病情、查看片子
和各项检查结果、提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开化
验单、开药等等，也包括用安慰的话语甚至小小
的玩笑来缓解患者的焦虑。

“林主任，就这片子，您给初步判断一下，我
妈这瘤子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一个 30 多岁
的男子陪着年近花甲的母亲前来就诊。儿子直
勾勾地盯着林松，问话几乎没有停顿和喘息；妈
妈则一言不发地低头坐着。

“我看像良性的。”家属说话急，林松答得
也干脆，“你这小伙子，哪有当着妈问这个的？”
林松说完，男子有点不好意思，语速放慢了些，
说在体检结果出来前，已经觉得母亲有些不对
劲儿，“我妈一直是做小生意的，可是前段时间
连账也懒得算。后来查出这么个情况，我在家
就跟我妈说了，不管结果多坏，都要有心理准
备。”

听完他的描述，林松问患者，“您懒得算
账，最近是不是把钱都送人了？”这位脸色沉郁
的母亲被逗笑了，说那倒还不至于。林松接过
杨凯元开好的化验单，递给儿子，又嘱咐他，
“现在各项检查都还没做，下不了准确的判断
呢，你别先把妈妈吓坏了。抓紧做完检查，再回
来找我看。”

从医多年，林松最明白患者的担忧、家属的
纠结，“现在国内的焦虑症发病率超过 6%，在
神经外科的患者和家属中，这个比例还要更
高。”因此，在林松眼中，一个合格的医生除了用
医术治身病，也要靠沟通解心病。

“永远站在患者的立场上”

一上午，林松问诊每位患者的平均用时保
持在 4 分钟左右，但也有一两分钟“结束战斗”
的。“看得快”常常意味着“好消息”。

“老爷子七十好几了，3 年前做的手术，能
看出来吗？”林松问杨凯元，小杨笑着摇头。林松
也笑，“啥毛病也没有，老爷子安心回家吧。定期
复查还得做，也别总大老远跑北京了。”得知自
己恢复得不错，老人很开心，挺直了腰板说，“谢
谢林大夫，我现在脑子挺好使，又能下棋了。”林
主任接过话来，“以前总输，现在总赢是吧？”

“这回不用你爸妈、女朋友陪着，自己就来
北京复查了？恢复得挺好，指标都正常，伤口已
经看不出来了，人也胖了，女朋友高兴吧？”

“这种肿瘤术后 3 个月没复发基本上就没事
了，按时复查就行。手疼、头疼可能是过度焦虑
引起的，回去记得让闺女带你瞧瞧心理医生。”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回去正常生活，该干
啥干啥！”

“恭喜你，手术很成功！”
……
一段闲聊、一声提醒、一句祝贺——— 患者的

康复总能给这间节奏紧张的诊室带来短暂的轻
松与巨大的快乐。

但也并非每位患者都有如此的幸运。
“看情况应该是复发了，需要手术。去麻醉

科看一下，看完赶快过来，我给你们开住院单。
小黄你去给说一下手续怎么办，具体的注意事
项到住院部问崔勇主任。”遇到那些病情凶险的
患者，林松会加快语速，指挥整个“战斗团队”进
入应急状态。

12：18 分，一位肿瘤患者的家属几乎是冲
进了林松的诊室。因为精神状态不好、总是昏
睡，患者当天没有来。林松了解情况后说，“根据
肿瘤的位置来看，手术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
法。不是不能切除，但一旦切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会很差，很可能造成重度残疾。”林松拿出一
张纸，一边讲一边写下几种可行的治疗方案，并
逐一分析利弊，详细对比可能达到的效果和风
险；他让家属把这张纸带回去，和患者再商量。

家属离开后，诊室里的气氛有点沉重。“有
很多患者都跟我说过，‘如果做完手术我整个人
就瘫了，那还不如直接让我死了’。”林松开口嘱
咐身边的年轻人：“所以我们选择治疗方案，永
远站在患者的立场上去考虑。”

“永远站在患者的立场上”算是林松的座右
铭。当天上午他接诊的 50 个患者中，有年逾古
稀的老人，也有刚满 14 岁的少年；作为神经外
科的医生，他做出每一项诊断、提出每一种治疗
方案，都要理性地思考和权衡；这些年来，他也
要求自己在和患者共同做出最终决策之前，问
自己一个感性的问题：“如果这是你的父母，如
果这是你的孩子，你准备怎么治？”

对于林主任带领的这支“蛟龙突击队”来
说，患者和家属是最不可或缺的战友，“我们必
须真诚地对待患者，和患者站在同一战线、同一
立场上，这样才有可能打赢那些恶战。”

几年前，林松接诊了一位中年男性脑胶质
瘤患者，情况不是很好。患者的妻子话不多，但
在医患沟通的过程中，她对林松说得最多的就
是“我明白，我承担，我相信。”

手术正式开始前，护士在这名男患者苍白

的大手上发现了一行小字，“我和儿子等你回
家，加油！”那是当天早上，男子被推上平车
时，他的妻子含泪写下的。

这短短的几个字让林松动容。事后，他在
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是一对夫妻相濡以沫共
同面对死神的诺言，这是一个幸福家庭对全
家健康平安的期许，这更是对我—个普通医
者的无上信任和托付……感谢所有医护人
员，手术非常成功。苍白的大手可以再次握起
妻儿的手和全家的希望了。”

“找崔勇医生”是四病区的常用语。
崔勇，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名字里带一

个勇字，人却温和儒雅，戴一副金丝眼镜，满
脸都写着好脾气。有患者回忆说，来找过崔主
任很多次，从手术风险大小、是否需要接受放
疗到如何调整化疗药物，大事小情各种细节
都跟他咨询过，但好像从没见他着过急。

在四病区“突击队”，崔勇扮演着“政委”
的角色，和患者“战友”沟通、必要时做思想工
作，都是他的职责。面对采访，崔勇说自己平
时做的都是小事，但林松却记得他们并肩作
战的每一次攻坚———

不久前，四病区收治了一位从云南来的
21 岁男孩。手术很顺利，达到了预期效果。但
做完之后，却发生了一件让林松和崔勇都感
到意外的事——— 小伙子不会说话了。

“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不应该出现失语
的症状。”林松和崔勇分析原因，认为小伙子
不是神经系统的问题，而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他在病房听其他患者说过，切除肿瘤可能会
造成偏瘫失语，就给自己这方面的心理暗
示。”林主任和崔勇商量，决定用暗示来治愈
暗示。“我们给小伙子做了一次高压氧，这个
治疗是促进功能恢复的，有些偏瘫失语的患
者也确实会用到它。”崔勇告诉小伙子，“你只
要去做，马上能好。”果然，小伙子接受了一次
高压氧治疗，当天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在四病区工作的这些年，“政委”崔勇在
医患沟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他强调
最重要的是一颗真诚面对患者的心，“神经外
科接诊的许多患者都是危重症，他们如果失
去信心，人一下子就垮了；所以我们要积极和
患者、家属沟通，建立医患间的互信，还要给
患者以希望，有了希望他才会配合你，才能取
得更好的疗效。”

“为了患者，我得再长点本事”

“长本事”是林松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1979 年，林松因父母一句“你就学医
吧，等我们老了也好有个依靠”，懵懵懂懂地
考进了内蒙古医学院。初入校门的他被医学
的博大精深“击中”，从那时起，他见证了神
经外科学的快速发展，这个见证的过程同时
也是他不断长本事、提升医术的过程。

“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患者之间流传着
一句老话，说‘进了神经外科，不是死就是
残’。”话糙理不糙，在那个年代，针对颅脑肿
瘤的手术条件、治疗手段都相当有限。

上世纪 90 年代初，林松从家乡来到北京
天坛医院进修。从进修生到研究生、从研究生
到博士生、从博士生到如今“教学生”，林松在
“长本事”的路上步履不停、越走越远。什么叫
有本事？林松给团队定下的目标是，“别人不

敢做的手术你敢做”，而且“别人做不好的手
术你得做好”。

为了精准狙击凶恶的“敌人”，无论每天
工作有多忙，林松都要抽出一点时间练一组
俯卧撑，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手部的稳定性和
切除肿瘤的准确度。

此前，一位美国神经外科专家来天坛医
院交流，看到四病区开展脑胶质瘤手术的情
况，感慨道：“你们做得真好，我们在美国怕出
风险，很少切除这么多。”翻看美国一流的神
经外科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一些专家也表示，
在切除大脑中央区的胶质瘤时会切除一半，
或者三分之二，残留靠近功能区的部分。“类
似的情况下，我们实施手术会尽可能地切干
净，而且术后偏瘫的发生率还比美国低。”林
松自信地说。

做手术的本事并不能让林松满足。“有些
患者的肿瘤已全脑转移，根本不适合做手术；
有些复发的患者免疫力严重下降，甚至承受
不了大剂量的放化疗，这时该怎么治疗？”临
床上发现的问题，转化成了林松和四病区“突
击队员”进行科研攻坚的方向。

今年元旦，一对夫妻俩抱着已无法走路
的孩子小雨来到北京，挂了林松的号。林松还
记得，在诊室，小雨的妈妈泪流满面，得知孩
子患上的是丧失手术机会的弥漫中线胶质
瘤，而且已发展到最严重的 4 级，平均生存期
只有 6至 8 个月，这个年轻的母亲绝望了。

林松和患者家属沟通，问他们是否愿意
尝试通过调节免疫功能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小雨的父母同意了。林松带领“突击队”
打响了新的战役——— 团队有针对性地给孩子
注射了一些对抗免疫抑制功能的药物。

“打了大概 10 针之后，我们带孩子出院
回家，发现他可以从房间自己走到客厅看电
视了！还有一天，我抱着他从楼下溜达回来，
他跟我说‘爸爸，我想自己走着试试’，结果他
居然一个人爬到了 3 楼！”对于孩子的变化，
父亲李祥至今还觉得难以置信。

经过近 6 个月的治疗，小雨的肿瘤缩小
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
症状已经大幅度改善，“能吃了，这半年长高
了有三四厘米，胖了 4 斤，眼睛里又有光了。”

提起小雨，林松也掩饰不住地为这位小
患者高兴，“孩子第一次是被抱着来找我的，

复查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
目前，林松和他的团队对 20 多例脑胶

质瘤患者开展了免疫治疗，小雨并不是唯一
收获良好疗效的“孤例”，科研的结果最终能
在临床上服务于患者，这让林松感到欣慰。

在国际上，最恶性的 4 级胶质母细胞瘤
的平均存活期是 16 个月，而“蛟龙团队”接诊
的此类患者平均存活期超过 27 个月。

比起个人成就与荣誉称号，林松最在意
的，是能不能把患者的生存期再提高一些，让
患者的日子过得再幸福一些；而最让这个乐
观爽朗的内蒙汉子难过的，是经过全力救治
还是难以挽留的患者。尽管在神经外科的这
20 多年早已见惯了生死，也知道包括脑胶质
瘤在内的许多颅脑肿瘤至今还是无法治愈的
顽疾，但每当有患者离开，林松依然会不可避
免地自责，“我也安慰自己，我们尽力了，家属
也尽力了，但还是觉得自己没本事。为了这些
患者，我得再长点本事。”

脑瘤狙击手林松和他的神外“蛟龙突击队”

▲手术前，患者的妻子在丈夫手上写下一行小字，林松用相机将其记录下来。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为神经外科的医生，做
出每一项诊断、提出每一种治
疗方案，他都要理性地思考和
权衡；但在和患者共同做出最
终决策之前，他也会问自己一
个感性的问题：“如果这是你的
父母，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准
备怎么治？”

患者和家属是最不可或缺
的战友，“我们必须真诚地对待
患者，和患者站在同一战线、同
一立场上，这样才有可能打赢
那些恶战”

▲工作日每天早间的查房成为林松详细了解患者病情的重要手段。▲林松严格遵守手术流程，坚持以最佳状态做好每一次手术。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刘雅
鸣)钻进自家的玉米地里，51岁
的农妇罗加兰飞也似的就不见
了踪影。在田间，这位初见生人
多少还有些局促的中年村妇，
立刻变得轻松自如。

“这是俺家种的甜玉米，这
是毛豆，你看长得多好，多结
实。”黑瘦黑瘦的罗加兰忙不迭
地展示着她的成果，自得地说，
她家种出来的东西都比别人家
的好卖。

流转了 250 多亩地，罗加
兰分别种上了各种庄稼与瓜
果。忙不过来，她就带动了几家
贫困户一起来种。

作为脱贫榜样，她被封丘
县选作典型，到全县各贫困村
面对贫困户巡回演讲。她的经
历就是一段励志故事，一开口，

就有不少人跟着掉泪，进而受
到激励。

去年，她家刚刚脱贫。说起
过往的艰难，她眼圈发红，一双
黑亮有神的眼睛里泛着泪光。
在封丘黄陵镇旧黄陵村，罗加
兰家的日子一度是有名的难。

9 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
重病，罗加兰的丈夫壮年早逝，
又因看病欠下一大笔债，上着
大学的大儿子中断学业，还有
两个正上学的孩子和 80 多岁
的婆婆。一个原本圆满的家庭
顿时陷入困境。

“最难的时候就一个念头，
不想活了。”罗加兰说，“可还欠
着钱呢，得还呀。”不等抹干眼
泪，罗加兰远赴广东打工。工地
上，从小工到泥瓦匠，她啥活都
做，一干就是 4 年多。

打工攒下的钱陆续还了
债，日子还得往好里过。2015
年，经精准识别，罗加兰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扶贫工作队到我家，给我讲扶贫政策，一开始我根
本听不进去，也不想听。他们一星期两三趟地来看我，把
我的心劲给提起来了。”罗加兰家的院墙上贴着几张纸，
上面印着她家应该享受的各种扶贫措施到户情况。

从两个蔬菜大棚开始，罗加兰家开始了战胜贫困的
征程。懂技术、会种地，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肯屈服的心。
两年后，罗加兰家脱贫了。

在政府帮扶下，罗加兰在流转的数百亩地里，种上了
各种蔬菜瓜果。正兴致勃勃之际，今年 4 月底，一场倒春
寒，之前长势正好的 30 多亩西瓜全部冻坏。多年没哭过
的罗加兰一下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罗加兰就决定改种甜玉
米。“穷不怕，咱要把贫困帽子甩下去。”这是罗加兰给大
家演讲时的结束语，她还配上一个“用力甩”的动作。

黄河边上的封丘到处可见名为圪巴草的小草，它的
最大特点就是生命力顽强，具有韧性。已经 31 岁的长子
张海涛现在是罗加兰最得力的帮手。看着在田间忙碌的
母亲，这位放弃金融学专业改当新型职业农民的年轻人
说，他最佩服妈妈的，是她身上那股韧劲：“再不起眼的小
草，也要绽放自己的光彩。”

“我们家现在是万里长征，刚刚开始。”张海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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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井怀、许雄)男儿当自强，扶贫
才能帮上忙。日前，记者在山西省保德县了解到三个贫困
家庭“一本证”“一场面试”“一把枣”的故事，他们不等不
靠，在脱贫路上找到了好营生，过上了好日子。

20 多岁的杨永强是保德县小圪堆村“贫困户”。初中
毕业的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看到县城里别人开运煤
车赚钱，他也偷偷去开。可因驾驶证与准驾车型不符，他
被抓过两回，罚了几千元钱，日子雪上加霜了。

这时，保德县好司机协会会长白根才找到他，“报名
学车吧，贫困户学 B 证县里给补贴 4000 块钱呢。”杨永
强赶紧凑了钱报名学载重汽车驾驶，去年夏天拿到 B
证。随后好司机协会又给他推荐了现在的工作。“在县城
拉煤，一个月能赚 5000 多元。”杨永强高兴地说，累是累
点，不累过不上好日子。一个月前，杨永强当上新郎官，
“好日子刚开始呀。”

保德县好司机协会 1400 多名会员中有一半来自像杨
永强这样的贫困家庭。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帮扶下，这些人
能花很少的钱得到驾驶技术培训，还有推荐就业的机会。

而保德县乔哲、乔岩两兄弟凭着倔劲“争”来了好生
活。近年来，保德县为外出务工人员搭建不少招工平台。
4 月初，一家大型汽车企业来保德县招人，两兄弟报了
名。他们 20 岁出头，但身高只有一米五，企业负责人考虑
到工作强度大，怕他们身体吃不消，没有录取他们。

“你们不能觉得我们个头低就干不好活！”面试后，哥
哥主动找到张罗招聘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
员，随后拿出自己在其他汽车企业实习的简历。这股劲头
感动了在场的保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康晓
钟，“下次面试你再来，我来推荐！”

半个月后面试的那天，两兄弟凌晨 4 点就起床了。天
刚亮，他们的父亲老乔骑着电动车，先把哥哥送到大巴车
站点，再返回头接弟弟。等他们到面试地点，已经 7 点多。

这次面试中，考官认可了兄弟俩的能力。“有智吃智，
没智吃苦。”得知孩子们被录取后，50 多岁的老乔哭了，
“一个月能挣 3500 元，再也不受穷了。”

有外出闯荡的，也有留下来打拼的。吕梁山区多枣
树，但卖枣难是多年的老问题。保德县元家山村的刘在平
靠学来的熏枣手艺，把几角钱一斤的枣卖到七八元钱。

2014 年前后，刘在平听说熏枣能挣钱，动了心。他辗
转多县找到熏枣师傅，吃住在师傅家里，踏踏实实学手
艺。经过三四年摸索，刘在平现在熏出来的枣，味纯、纹理
漂亮，很受市场欢迎。

现在，他熏枣一项一年收入就有几万元。去年刘在平
脱贫后，村里的第一书记把他自力更生的情况报到县里，
他成为全县首批 25 户“脱贫光荣示范户”。这个年近半百
的庄稼汉第一次上了电视。

在以前，有人主动脱贫，村里人还笑话他“傻”，没了
慰问品。现在，村民的语气里全是羡慕，“咿呀，戴红花哩，
上电视哩。”今年春节，刘在平在窑洞的墙上贴上了“脱贫光
荣”四个大字。而按当地习俗，这个位置一般是贴财神像的。

男儿自强家不穷
三家贫困户的脱贫故事

吕梁山脱贫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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