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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邰晓安

一场令人动容的人生告别仪式。
哀乐低沉，哭声阵阵。在家属介绍慕容慎行

生平过往时，前来送行的数百人掩面而泣。
究竟是怎样的一生，才会如此被人缅怀？
我是谁？为了谁？这个困扰每个人的终

极命题，一位大医生用一生给出了自己的解
答。

待病人若亲人

别人是病人找医生，到慕容慎
行这儿，就成了医生找病人了。
“有的病人拿完药也没回来，他还
会让我们再打电话过去告诉病人，
药该怎么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门诊大楼
里，常常能够看到这个景象：一位身着白大褂的
老医生，迈着小步领着病人去排号。很多刚来的
医生护士一般会猜想，这病人肯定是哪个 VIP
吧？

但没多久他们就会知道，这位叫作慕容慎行
的老前辈，对每位病人都是如此细致入微。

慕容慎行生于 1934 年，在医疗领域工作
63 年，是福建省神经内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并
常年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坐
诊。因其临床经验丰富，把病人待若亲人，在患
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慕容慎行坐诊有个特点，问得仔细、极有耐
心，每个病人初诊的检查时间基本都要半个小时
以上，以确保不会因经验主义而错误诊治。

急病患者、外地患者、老年患者、残疾人等弱
势群体要做影像检查，他担心患者找不到路、约
不到号而耽误诊治，都要亲自带他们到科室去预
约拿号。后来年事渐长，慕容慎行行走不便，就让
患者搀扶着一起去。

神经科的老年患者比较多，因此慕容慎行有
个规定动作，让病人拿完药后回到诊室来。他会
把每种药的作用、服用方法一遍遍仔细讲给病人
听。对一些年纪特别大的患者，他还会让对方再
复述一遍用法用量，以确保病人听懂了。

跟随慕容慎行在门诊实习三年的福建医科大
学学生林珊说，别人是病人找医生，到慕容慎行这
儿，就成了医生找病人了。“有的病人拿完药也没
回来，他还会让我们再打电话过去告诉病人，药该
怎么吃。”林珊说。

因为求诊患者多，慕容慎行又看得仔细，一些
病人等久了也会有情绪。对于焦急发脾气的患者，
慕容慎行倒也不生气，依然笑脸相对。

对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也进一步促进了
患者的治愈效果。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
院长王柠说，有时候慕容慎行和别的医生开的药
也差不多，但是疗效却要比别人好很多。为什么？
就是患者的信赖，使得“慕容慎行”这四个字已经
具有了医学上安慰剂的效果。

“废寝忘食”换取病人方便

一些患者没挂上号又求医心切，
就一直等在诊室门口，对这些患者慕
容慎行往往也都会加号。因此常常到
了深夜，寂静的门诊楼内，内科诊室
还依然灯火通明

同事们说，慕容慎行常常推己及人，辛苦自
己、方便别人，把治病救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福建漳州的患者家属程女士说，2013 年她父
亲因二次脑出血而紧急进入漳州市医院进行抢
救。此后三个月病情始终反复不见好转。程女士辗
转联系到慕容慎行，请求他到漳州来会诊。

面对素不相识的患者家属，慕容慎行商量
说，自己那两天的行程很满，能否等他几天？焦急
的程女士说，自己可以等，但就怕病人等不及。慕
容慎行沉默几秒钟后，便应下来了。这一应，意味
着接下来的几天，已经年入耄耋的慕容慎行又得
连轴转地忙碌。

因为对每个患者都看得仔细认真，所以慕容
慎行的坐诊时间往往拉得很长。

“上午的号，要看到一两点才能看完。因为这个
时间都快到下午门诊了，没时间去吃个热乎饭，所
以他的午饭基本上都是一杯牛奶或者可乐配面包。”
神经内科护士陈传娟说，下午的门诊亦是如此。

作为福建省最负盛名的神经内科专家之一，
挂慕容慎行的门诊号基本上要提前半年预约。一
些患者没挂上号又求医心切，就一直等在诊室门
口，对这些患者慕容慎行往往也都会加号。因此
常常到了深夜，寂静的门诊楼内，内科诊室还依
然灯火通明。

慕容慎行退休后继续坐诊，医院怕他身体吃不
消，一周只让他坐诊一天，每天限五六个号。不过慕
容慎行加号太多，只能和院方“躲猫猫”。自己的号用
完了，他就借用其他医生的账号登录，继续坐诊。

慕容慎行的妹妹章晶英说，家人、朋友和同事
纷纷劝他不要加那么多号，慕容慎行却说：“有的
病人都挂了半年了，不看于心不忍。有的病人是外
地过来的，错过了时间就要在福州等一周，会给他
们增加负担。现在对我自己来说带来了‘废寝忘食’
的结果，而给病人却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直到今年 7 月 8 日，慕容慎行因发烧入院治
疗，诊断出晚期癌症，他才最终停诊。慕容慎行的
二子慕容文说，作为家属，他们很早就清楚，父亲
将来一定是倒在岗位上的。

即便在住院治疗期间，慕容慎行仍然不忘人
民、舍己利他。2014 年，慕容慎行曾因摔倒而住
院。病情刚刚好转能够下床，他便要求出院回家休
养，把病床腾给后面的病人。

在今年重病再次住院期间，医院安排为慕容
慎行输入白蛋白营养液。白蛋白主要用于维持机
体营养，但其主要从血液中提取，来源有限，在临
床中的使用受到管控。

自知时日不多的慕容慎行告诉护士，“白蛋
白就不要浪费在我身上了，还是留给其他更需要

的病人吧。”负责护理的护士顿时眼圈一红，跟
慕容慎行说，“对您，白蛋白我们不缺。”慕容慎
行却始终不愿使用。

避退名与利

曾有人问慕容慎行诊断准

确率为何会那么高，他想了想

说：“我只不过比别人认真罢了”

作为国内知名的神经内科权威专家，慕容
慎行曾先后获得“中国医师奖”“中国杰出神经
内科医师终身成就奖”“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
“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等众多荣誉。

不过面对名与利，慕容慎行十分淡然，甚至
有些避之不及。

1981 年，附一医院正准备从泉州搬迁到福
州，彼时福建省的神经学科十分薄弱，医院搬迁
更是事务庞杂烦琐，慕容慎行就在此时受命为
医院副院长，帮助处理学院搬迁事宜，并牵头组
织安排神经科的设置工作。1984 年，相关工作
逐渐步入正轨，慕容慎行便辞去了副院长的行
政职务，从此专心于临床及教学科研上。

2009 年，慕容慎行获评“福建省杰出人民教
师”。医院副院长、他的弟子王柠帮其将省里奖励
的汽车变卖兑换现金 24 万元。“因为师母这些年
身患肠癌，每次做靶向治疗都要花费好几万元，
我就想让慕容主任把这些钱存下来用。”

王柠说，慕容慎行对这些钱却断然不受，认
为这不是他应该收的。“他一直催我把这个钱上
交给组织，感觉这些钱不捐出去，就像一块石头
一样压在他的胸口。”王柠表示。

慕容慎行常教育学生们，要把主要精力放
在提高业务水平上来，其他的事情不要关注太
多。慕容慎行自己也同样如此。

福建医大附一医院的神经内科副主任陈
万金说，作为神经科医生，他们见过太多患者
的病因源于对欲望得失的极度焦虑。而正是面
对名利的这种淡然处之的态度，让慕容慎行看
起来始终豁达、开朗。即便进入耄耋之年后，他
还能像小孩子一样秒睡。“每次跟他出差，他说
现在要睡觉了，然后一分钟之内肯定能听到呼
噜声。”陈万金说。

除了在医院坐诊外，慕容慎行还在福建医科
大学担任教学和科研工作。毫无保留地教好学
生，让他们尽快成材，慕容慎行也是煞费苦心。

在很多人眼中，慕容慎行是一个记忆力超
强的天才，数百页的经典教材《神经病学》他几
乎完全能背下来；病床上病人的情况，他每次查
房都了如指掌。

慕容慎行的儿子慕容文说，其实父亲的记
忆力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样神奇，只不过是每
次的案头工作十分扎实仔细。

在慕容慎行的书桌上，放置着一摞笔记
本，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病人的信息：某某患
者、几时就诊、病情如何、家属电话。慕容文说，
每周五是慕容主任大查房时间，查房时会有研
究生跟随学习。周四晚上的时候，慕容慎行都
要看资料到一两点。

“病床上每个病人的病情、书籍中对相关疾
病的记载他都会记下来。第二天查房的时候，再
一个个讲给学生们听。”慕容文说。

近年来基因技术等新科技飞速发展，为了
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慕容慎行始终坚持学习、
不耻下问。“作为我的祖师爷，他碰到不懂的问
题，每次都会很谦虚地说要向我请教。我解答的
时候，他还在旁边认真做笔记，记完还会自己重
复一遍，让我确认一下对不对。”陈万金说。

因为始终专注于临床、教学和科研领域，使
得慕容慎行在专业领域持续取得丰硕成果。复
杂的神经系统教学，他讲课却从不带本子。因为
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他每次授课，课堂的过道

里必定站满了旁听的学生，被学生们称为“解放后
华东地区神经内科最佳导师”。

在学术领域，慕容慎行带领学生历时十年研
究肝豆状核变性，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他还先后在国内外知名专业杂志发表了 180 余
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他参编了“十二五”国家重
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神经病学》第二版教
材 1 部，主编、副主编和参编学术专著 7 本，获科
技奖 27 项。

曾有人问慕容慎行诊断准确率为何会那么
高，他想了想说：“我只不过比别人认真罢了。”

“世间再无慕容、我辈仍需慎”

“做一名医生，不能图利、只能
奉献。我们为底层群众服务，解除
病痛，看来微不足道，但却体现党
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

很多不熟悉慕容慎行的人认为，慕容慎行谦
逊认真的性格是他受人尊重的根源。但亲近慕容
慎行的人都知道，慕容慎行做人做事的方式，更
源于深扎于他心中的理想信念。

在住院期间，慕容慎行因为病痛折磨，情绪
会变得十分焦躁。医生让他卧床静养，他却总想
下去走走。“我们前面怎么劝都没用，因为大家都
知道他党性很强。后来我就说这是组织的要求，
要你好好卧床休息，他才能安静下来。”附一医院
干部病房护士蔡丽清说。

除了律己，慕容慎行也始终教育孩子们做人
要“方方正正”，要有“唾面自干”的精神，“哪怕别
人口水吐你脸上，你也不要擦。”

今年 5 月，慕容慎行的外甥方文杰眼部患上
神经疾病，在福建南平当地治疗一个月仍不见好，
便想找姨父看一看。没想到被慕容慎行给劝退了。

“你这个病不算很严重，不要占用附一神经科
的优质资源。你即便来福州，我也会推荐你去其
他的医院。”最终，慕容慎行帮方文杰联系了南平
当地医院帮其治疗。

对于自己的弟子、学生，慕容慎行除了“授业
解惑”，也总不忘给他们“传道”。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是我的信念。”慕容慎行患病住院期间，
不少学生进行探视陪伴。慕容慎行总忘不了唠叨
几句，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
学医，将来努力回报社会、服务人民。

“作为年轻学生，以前总觉得这些话像喊口
号，但从慕容主任口中说出来，感觉那么自然真
实。”林珊说。

1969-1971 年，慕容慎行在邵武县医院工作，
现任邵武市晒口街道新丰卫生所的医师江金贵
则跟随其学习。江金贵说，慕容慎行除了手把手
教他医学知识，更时常教他爱国奉献的道理。

慕容慎行告诉他，“做一名医生，不能图利、只
能奉献。我们为底层群众服务，解除病痛，看来微
不足道，但却体现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

心中有信仰，身上有光芒。患者、同事、学生，
慕容慎行用一个甲子的身体力行影响了身边很
多人，成为福建医科大学传奇般的存在。

王柠说，每位医生都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
力，尤其是还面临患者的不信任时，难免会有情绪。
但这时候想想慕容主任，内心里就会平静许多。

慕容慎行于 10 月 16 日病逝，有网友送上挽
联“世间再无慕容，我辈仍需慎行。”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告别仪式上郑重宣布，将在全
院开展向慕容慎行学习的活动。

好医师慕容慎行 ，“慎行”一生尽显大医风范

“世间再无慕容，我辈仍需慎行”

“有时候慕容慎行和别的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但是疗效

却要比别人好很多。为什么？就是患者的信赖，使得‘慕容慎行’

这四个字已经具有了医学上安慰剂的效果”

▲ 2013 年 8 月 5 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慕容慎行为新入职医生
讲授《怎样当一名好医师》。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张宝印、李坤晟、黄书波、张骄瀛

新疆最西陲的乌恰县吉根乡在苍凉的帕米尔
高原上，与吉尔吉斯斯坦国接壤。热衷摄影的背包
客们喜欢在这里追逐中国最后一抹夕阳。

2017 年 9 月，吉根乡新来了一位主持工作的
乡党委副书记。

陈邹凤，女，90 后，天蝎座……个子小小，爱
穿迷彩服的她说：“我要为祖国守好边疆。”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吉根乡贫困户原有 1021 人，去年已经全部
脱贫。这是牧区乡，没有农业。全乡牲畜总共
24800 多头。羊最多，存栏数在 24000只左右。我
们这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人均能有 1300 多元，加
上牧民们牧养牲畜的收入，以及当护边员的工资，
现在收入还是不错……”

和大多数 90 后不同，陈邹凤无暇追捧最新最
火的剧集。她操心的是吉根乡国境线上，铁丝网是
否坚固；3270 平方公里土地上 2000 多名柯尔克
孜牧民该如何脱贫致富。

“她先提出到新疆工作的。”比她还小一岁的爱
人杨树钱说。陈邹凤和杨树钱是北方民族大学高
分子与材料工程专业的同学。2015 年毕业季，不满
25 岁的应届毕业生陈邹凤，在参加了新疆自治区
组织部的招聘宣讲后，对自己的未来作出决断。

“知道新疆特别需要人，需要建设，就响应号
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话说起来有些
‘大’。但真是怀着一腔热血，才下得了这个决心。”

陈邹凤说。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距老家重庆潼南相

距 4200 多公里。陈邹凤下了一个大决心。

称职的党委书记

吉根乡党委副书记刘军是部队转业干部，扎
根新疆 19 年。在刘军的记忆中，自己在吉根乡工
作的这 8 年，陈邹凤是整个乌恰县唯一一位女乡
党委书记。

“别看小丫头小小的，吃得了苦。”比陈邹凤年
长 10 岁，被她称作“老头子”的 80 后刘军说。

吉根乡党委政府驻地海拔 2780 米，在帕米尔
高原上不算高。但身为边疆的乡党政一把手，踏查
巡视少不了。吉根乡的边境线，海拔 4000 米属于
平常，最高点位海拔在 5000 米以上。陈邹凤每半
月巡一次，每个点位都要巡到。

老家在重庆农村的陈邹凤过去没到过这么高
的地方。2017 年 9 月 25 日是陈邹凤到吉根乡履
新的日子。刚送走宣布任命的县组织部副部长，陈
邹凤马不停蹄上山了。县领导同她谈话时交代，边
境的稳定是吉根乡头等大事。当时，吉根乡的干部
群众正在山上抢工防止非法越境的铁丝网。陈邹
凤第一时间亲临一线。

山口的风，锋利似刀。山上的天气，阴晴无常。
雪吹到领口里，化成水浸湿衣服，衣服很快冻得跟
铁一样。有时候，一阵冰雹打下来，大家连躲的地
方都找不到。

“今年 2 月份，山上的雪积了一两米厚。有个点
位在海拔 5000 米以上。她坚持要上去。她说，既然

我们的护边员在上面，那我们就要走到。”刘军说。
在山上，陈邹凤要检查边境铁丝网，慰问护边

员，还要查看一些山洞和水源地有没有状况。
山路难走。去山口踏查巡视先要坐一段车。但

山上冬季长，道路常常被冻住，大家要下车拿准备
好的铁钎把雪刨开。到了车实在开不上去的点位，
就换骑马。一旦雪厚到马腹的位置，马受惊乱跳。
这时候，就只能步行了。

刚见到陈邹凤的时候，刘军担心这个小丫头
能不能在高原上坚持下来。一段时间接触下来发
现，他发现小丫头的毅力可不比他这从部队转业
的爷们差。

一次维修被大雪压塌的铁丝网。铁丝网上的
倒刺划破了陈邹凤左手大拇指指甲。现在这枚指
甲碎得像石灰指甲一样。陈邹凤却坦然地说：“这不
算什么。我们的干部和护边员手就没有完整的。”

“她比我们还能扛。”刘军说。边疆维稳压力
大，作为乡政法口的干部，“老头子”也有撑不下
来的时候。陈邹凤总会安慰他道：“没事，还有我
在，我帮你们扛。”每次听见身为领导的陈邹凤敢
于担当的话，刘军感觉自己又有了力量。

让刘军最暖心的是某次他带队上山巡视，回
到乡里已经很晚了。单位食堂早过了饭点。大伙没
想到的是陈邹凤已嘱咐食堂给他们留好饭菜。

“吃着热腾腾的饭，兄弟们的心真是暖暖的。
不过，小丫头办起公事可不留情面。乡党委开会，

谁完成任务不到位，她批评起人来总是直言不讳。
刘军也被狠狠批评过。作为一名资深干部，刘军也
生闷气，“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不能留点面子？”

但刘军坦承，“在吉根乡当一把手，要吃得了

苦、扎得下根、管得住人。这些素质，小丫头都
有。”他曾半开玩笑地对陈邹凤说：“有的干部适
合在大机关坐办公室。小丫头，你天生是做基层
工作的。”

在戈壁滩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大学毕业时，男友杨树钱原本已通过无锡
一家企业的面试。因为陈邹凤的坚持，两人选择
作为引进生赴疆工作。现在，杨树钱在离吉根乡
20 多公里的乌鲁克恰提乡工作。两地不远，夫
妻俩却因为工作忙碌一个月难得见上一面。

在太阳晚上 11 点落山的祖国边陲，总有忙
不完的工作。作为头等大事的管控维稳自不必
说。今年，吉根乡刚开了当地第一家农贸市场。
但很多地方的路还要硬化，乡里一直想打造的
观景平台还没有着落。为了让更多的牧民敢于
投资从事“牧家乐”、参加村里的畜牧合作社，陈
邹凤和同事忙到凌晨是常事。

刚到新疆时，陈邹凤和杨树钱是被分配到
阿克陶县的皮拉勒乡工作。2017 年，他们参加
了县里为 9 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请了 3 天
假。彩排一天、化妆一天，第三天举办。原本办完
那天，想好好休息，结果傍晚 7 点接到任务，我
们又去党政办干活了。”杨树钱说。

自从调任吉根乡担任乡主要领导，陈邹凤
就把更多休息的机会留给了同事。这倒不是高
风亮节，更多出于岗位责任意识。“真遇到重要
的状况，还是要我回来处理。与其这样，不如让
同事们多休息。”

“有时候累得跟孙子似的”，陈邹凤也想吐
槽。发现自己心态有点消极的时候，她会坐在门
口值会儿班或者一个人出去转转。“这时候，就
要自己调节，换位思考。想想其他同事，想想老
一辈的支边青年，他们吃的苦比我多多了。吉根
乡 2014 年才通水通电，我们已经算赶上了好时
候。”陈邹凤说。

陈邹凤赶上的好时候，不只是近年边疆基
础设施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新疆工作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定了在新形势
下的治疆方略，明确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
一新疆工作的总目标，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

陈邹凤坚信，新疆是值得她挥洒热血和青春
的地方。在皮拉勒乡工作时，这位 90后的女生走
在路上，敢主动用维吾尔语向老乡打招呼问路搭
车，到老乡家里作客。久而久之，老乡看见她会笑
着说：“这次你怎么不带一斤桃子过来？”

替家里遇到困难的贫困户联系工作、申请
救助，帮想进修的老百姓联系学校，建安居房时
将老百姓接到自己住处过渡……“就是点点滴
滴，也不需要做什么大事。老百姓慢慢就认可你
了。看见自己能真真切切帮助到他们，很有成就
感。”陈邹凤说。

陈邹凤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工作调动
前，她已经能用维语和老乡简单交流。现在到了
吉根乡，自己正在努力学习柯尔克孜语。自治区
一位领导到当地调研时，曾夸奖陈邹凤：即使到
了戈壁滩上，也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西陲第一乡，来了位“90 后”女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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