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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大院里直面肿瘤的“他和她”

本报记者张建松

一见钟情

他和她在上海结婚的前十年，各自忙碌。

她是他的一半，她也是他的一半，没有太多的

卿卿我我，日子过得平淡、和美

浓荫掩映的上海岳阳路上，有一个静谧高深的科学大院，
那里是中科院上海分院多个生命科学领域研究机构的所在
地。他和她，都在这个科学大院里工作。

15 年前，他和她第一次在北京见面。那一年，他 48 岁，作
为中科院引进的“海归”生命科学家，在北京参加科技部关于
我国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她 39 岁，在中国科协国际
部工作。

在共同的朋友介绍下，他和她在一个聚餐会上一见钟
情。那一天，她穿了什么衣服、是什么发型、说了什么话？事隔
多年，他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只有当时怦然心动的感觉，至
今记忆犹新。“相伴余生，就是她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她对他，也是一见钟情。交往 4 个月后，她辞去了北京的
中国科协工作，只身来到上海。

2004 年 5 月 1 日，他和她领了结婚证，在上海的科学大
院附近安了家。利用节假日，邀请了一些朋友和同事到家里
来，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就算举行了婚礼。

那一年，正赶上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共同筹建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的她，顺利
进入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工作。语言优势加上国际交流的工作经
验，她很快胜任了新角色，被任命为所长助理、综合办主任。

她就像研究所里的“大管家”，除了科研处、财务处，其他工
作都由综合办负责。她敬业、认真、严谨、负责，即使是再普通的
一份工作报告，都精心写作，遣词造句，反复推敲，力求完美。

作为一家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接待外宾也是她的日常
工作。她待人真诚热情、落落大方、考虑周全，给许多外宾都留
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其中包括两任法国总统。

婚后，他一如既往地忙。当时作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的副院长，他忙科研、忙管理、忙会议、忙规划、忙许多行
政上的具体事务。

他说，和她在上海结婚的前十年，是各自忙碌的十年。她
是我的一半，我也是她的一半，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日子过
得平淡、和美。

如果没有病魔的袭扰，他和她忙碌、平淡、和美的日子，原
本可以一直过下去。

直面肿瘤

她一再追问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她患
结肠癌并已肝转移。她一下子紧紧抱住他，泪
如雨下

2014 年 5 月，他和她结婚十周年。她早早就订好机票、酒
店，计划 8 月份两人到欧洲，旅游度假庆祝。

谁知，4 月初，她的身体出现了异常。有天早上一觉醒来，
上嘴唇莫名其妙地肿了，就像被蚊子叮了一口；吃早饭的时
候，发现下嘴唇下方也有些发硬。此前，她还曾晕倒过，眼睛突
然出现充血，但症状很快就消失了，她当时并没在意。

在好友的提醒下，2014 年 4 月的最后一天，她到上

海中山医院验了一次血，顺便把肿瘤指标也查验了一下。
这一查，发现两项肿瘤指标高出标准数十倍。他的心里一

沉，不敢丝毫大意。当晚，就把她的验血报告，发送给好几位医
学专家朋友。第二天，他带她到瑞金医院再次抽血验证；第三
天，又带她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全身检查。做完肠镜，医
生问她平时有无便秘等不适，她回答全都没有，心里很轻松。

那天，她还到单位做了简单安排和工作交接，近晚上 7 点，
才和他一起从科学大院回家。晚饭后，他说和学生约了谈工作，
一个人又回到了科学大院的实验室。快 10 点了，才回家。

进门的时候，他手上拿了一张卡片，对她说：你不是让我
为结婚十周年写点东西吗？卡片上，是他手写的一首诗。坐在
沙发上，他一字一句地念给她听：

你是/初春的一束晨光/为我打开/心灵的萌窗；你是/盛
夏的一束玫瑰/为我送来/爱情的芬芳；你是/金秋的一片红叶
/为我展开/生活的彩妆；你是冬夜的一条星带/为我披上/人
生的温暖；十年的 365 个日夜，化为幸福的旋律/时时刻刻/把
我俩紧紧缠绕。

诗落笔于 2014 年 5 月 8 日。
听着他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念着写给自己

的诗，她感受到他的爱意，感受到十年婚姻生活中，他的幸福
与快乐，那也是她的真实感受。那天晚上，她多么希望时间能
够停下来！

第二天，他和她都醒得很早。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
她去中山医院。六院全身检查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怎么又要去
中山医院？她开始怀疑，一再追问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她患
结肠癌并已肝转移。

她一下子紧紧抱住他，泪如雨下。她最担心的是，如果有
意外，他怎么办？那是一种多么不舍的情感！

其实，头天晚上，他并没有和学生在实验室谈工作，而是打
了一晚上电话，咨询各种医生、安排病房，给她最好的治疗条件。

很快，她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他为她做了很多，她也不想
给他增添负担。她要和他一起勇敢面对，淡定、乐观。

“金牌陪护”

疾病治疗的间隙，只要身体许可，她总是
把两人生活的每一天，安排得丰富多彩

痛苦而漫长的治疗过程，他为她的乐观和坚强，深感骄
傲。

即使生病，她绝不减少生活中对美的热爱和追求。化疗以
后，头发大把大把脱落，她在网上买了各种式样的帽子；需要
滋补，她和病友们一起研究了许多美味的配方。

她还将自己使用的化疗药物，一一都起了外号。奥沙利铂

是“小铂”，希罗达是“小希”，伊利替康是“小伊”，5-FU是“小
5”。将这些“小家伙”与自己相处的情况记录下来，副反应小
的，提出表扬。

化疗的同时，由于癌细胞转移，她做了结肠癌手术，紧接
着又做了肝手术。无论病魔多么疯狂，始终没有把她打倒。在
人们眼里，她还是那么关心别人，性格还是那么阳光，对生活
对家人对朋友对一切，都充满了感恩之心。

她热爱生活，热爱美景、美物、美食。生病并没有减少
她发现生活中的美、分享生活中的美。病房里的医生、护
士、护工、病友，都成了她的朋友。她将自己 2014 年住院生
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编辑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送
给大家。

从一开始，他就对她说，治疗的事就交给我吧，你只要听
话、配合。他咨询医生、查阅大量文献、与专家讨论国际最新治
疗技术。每次去医院，他都把相关手续办好、化验单开好，再打
电话叫她去医院。

在她的病床前，他架起了电脑，当成自己的临时办公室，
自称“金牌陪护”。医生鼓励多走动，他就常常为她高举着输
液瓶，陪她一起在病区走廊里散步，自封“保驾皇后出行”。

化疗后，她的白细胞通常会下降很多，免疫力低下，他很
紧张。有一天，他在办公室会见了一位肺炎刚刚痊愈的同事。
回家后，他觉得自己好像浑身沾满了细菌，离她远远的，像蒲
扇一样摆动着两只手，好像能把细菌甩掉似的。

晚饭时，他提议两人分坐在餐桌两端，保持距离。菜刚上
桌就觉得，这样得有一个仆人服侍呀？两人大笑起来，又把餐
垫挪到了一起。

疾病面前，她才发现他有多么理性乐观，他有多么离不开
她，而她又有多么舍不得他。

疾病治疗的间隙，只要身体许可，她总是把两人生活的每
一天，安排得丰富多彩。为他打扮、为他做饭、为他装饰一个温
馨的家。节假日到来之前，订好机票、宾馆、做好攻略，安排旅
游度假。

她一心想要自己最后一段人生路，和他在一起无悔度过，
给他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无声告别

那晚，漆黑的病房里，一片寂静。他无助
地抱着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挣扎。作为
专攻生命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深感自己在
生命面前的渺小，深感自己对于挽救生命的
无能为力

她患病五年后，一切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2019 年春节假期，他和她约好了朋友，到葡萄牙马德拉岛
过年。从伦敦飞到马德拉岛的当天，她就感觉很不舒服。第二
天，他陪她立即返回上海。下了飞机，就住进中山医院。

4 月 18 日，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陪着她在医院里，像往常
一样与肿瘤抗争。

她对他说：抽空去看看自己的腰痛。回来时，看到他带回
一大包药，笑着问：这么多？他答道：都是膏药，医生在我背上
还标了记号，让家人照着记号位置贴。她笑着说：晚上我帮你
贴。

晚上 8 点，她突然感觉到衰弱袭来，轻轻地对他说：不能
帮你贴药了。他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留给他的告别。

那晚，漆黑的病房里，一片寂静。他无助地抱着她，眼睁睁地
看着她，痛苦挣扎。作为专攻生命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深感自己
在生命面前的渺小，深感自己对于挽救生命的无能为力。

此刻，转移到她大脑血管里的肿瘤细胞，正疯狂地封闭着
她的意识和感情。他伤心地看到，她的眼睛流出一片无声的眼
泪，这是她向他告别的依恋与不舍。

此后两周，在药物的控制下，她被肿瘤细胞封锁的大脑与
心灵，稍微得到了喘息。趁着短暂的清醒，她要做的最后一件
事，就是在遗体捐献书上，亲手签上自己的名字。

她把自己身上唯一没有被肿瘤细胞侵袭的器官——— 眼角
膜，捐赠给了别人；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在生命最
后一刻，她让自己成为一名“大体老师”，为生命与医学事业，点
燃了最后一丝烛光。

2019 年 5 月 2 日，她将最后一眼依恋不舍的目光，缓缓地
投向了他，便永远地闭上了。

遵照她的意愿，他为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那
天，来了很多她熟悉的朋友与同事。他再次用南方口音的普通
话，颤抖地念了一首写给她的诗：

我仿佛看到/从没有病痛的天堂/你的灵魂静静地凝视着
我/把浓浓的思念/化为丝丝阳光/洒落在我们牵手走过的大
街小巷/洒落在我们曾经游历的异国他乡/沿着这缕缕思念/
我将再次回到你的怀抱/我们再也没有告别。

坚定前行

上海岳阳路上这个浓荫掩映的科学大院
里，一个个忙碌的实验室，就是科学家开辟的一
个个生命科学战场

他叫吴家睿，她叫陈芳。
他和她的故事，是我在中科院上海分院采访时，从她的一

位好朋友那里听到的，并深深打动了我。
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常走进这个静谧高深的科学大院，报

道科学家取得的一项又一项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我，却很
少去想，奋斗在这里的生命科学家们，自己是如何面对生命的
难题，如何面对人类尚无法战胜的疾病？

人类面对自己的生命，犹如面对茫茫的宇宙一般，深不可
测的未知，不可计数。自然界，有三种情况影响人类的健康：第
一类，是人体自身的各种“机器”受损或老化；第二类，是非人类
的生命侵袭，如肠道菌群、病原菌和病毒等；第三类，是从人体
正常细胞衍生出来的异类细胞——— 肿瘤。
就像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在一支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

的队伍中，总会有一些个体因为种种原因，蜕变成为“异己分子”。
肿瘤细胞，就是我们机体中的“异己分子”。
由于携带的遗传突变，或者环境诱发的新突变，他们背叛

了要维护机体健康的“初心”，只关心自我的私利。通过损坏机体
的正常机能，不断扩张“异己”的肿瘤细胞队伍。

它们或巧妙地利用机体已有的各种生物学手段，或发展出
全新的生物学手段，用以逃避机体的检查与防御机制，对抗种
种治疗方法。

抗击肿瘤，绝不是简单地对机体进行修修补补，而是一场
两类生命对决的战争！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生命战场，有多少科学家殚精竭虑、贡
献智慧，默默无闻地奋战在研究生命、抗击疾病的第一线？上海
岳阳路上这个浓荫掩映的科学大院里，一个个忙碌的实验室，
就是科学家开辟的一个个生命科学战场。

走进科学大院里的细胞楼，穿过其中一个忙碌的实验室，
我来到了吴家睿的办公室。他依然保存了爱人陈芳的手机和微
信，并通过陈芳的微信，与她的朋友们一一告别。作为一位生命
科学家，他擦干眼泪，将失去爱人的悲伤，化为研究生命科学与
技术的无穷动力，坚定前行。

“我的爱人，她超越了生命的平凡，用乐观坚强，向人们展
示了生命的美好。此生，我为她骄傲。”吴家睿说，“余生，我愿倾
尽一己之力，继续为抗击疾病而不懈奋斗。哪怕是一丝一毫的
前进，都是对她、对生命，最好的告慰！”

“我的爱人，她超越了生命的平凡，

用乐观坚强，向人们展示了生命的美好。

此生，我为她骄傲。余生，我愿倾尽一己

之力，继续为抗击疾病而不懈奋斗。哪怕

是一丝一毫的前进，都是对她、对生命，

最好的告慰！”

作为一位生命科学家，他擦干眼泪，

将失去爱人的悲伤，化为研究生命科学

与技术的无穷动力，坚定前行。

本报记者裘立华、黄筱

“生存，或者死亡！”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选择，每天都在考验着马
量的手术技艺。

马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胸外科心脏病区主
任。“对于心血管外科来说，在手术台上，成功与否只有硬币的两
面，要么活，要么死。”

上世纪 90 年代从浙江最好的医学院(现为浙江大学医学
院)毕业后，马量一直不敢懈怠，技术不断精进；而遇到马量的
患者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遇到死神的概率大大降低：马量一
年 500 多台心脏大血管手术，成功率超过 98 . 5%，这在全球范
围的同行里，属于先进水平。

所以，2018 年，马量获得心血管外科医师最高荣誉——— 中
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金刀奖”。

修心：针尖游走毫厘间

人的一生心脏要跳动大约 25 亿至 30 亿次，如同一个不知
疲倦的永动机，心脏计量着生命的不息，然而当这个人体上最精
密、最重要的器官出现“故障”时，命悬一线或许就是心脏病医生
所要经常面对的时刻。

2018 年 8 月 18 日，由马量主刀的全国首例同期微创冠脉
多支脉搭桥术联合右上肺肺癌切除术，历时 4 个多小时顺利完
成，病人术后 9 天就出院。

冠心病，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肺癌，我国
发病率、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当两种疾病出现在同一个

病人身上，并且需要同时手术时，马量是如何接受这个挑
战的？

由于手术需要开胸，而患者是一位 70 岁的老人，马量和团
队经过多番讨论，放弃了原本制定好的手术方案，转向难度更
大的微创手术，将手术切口从 20 多厘米改成左胸 7 厘米左右
的微创小切口。

“检索文献，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报道；询问同行，也还没
有人开展过这样的术式。”马量回忆，当时国内仅有少数医院
采用微创小切口进行冠脉单支搭桥手术，而能够开展微创多
支搭桥手术的医院少之又少，无论是对手术技术，还是设备和
人员保障都非常苛刻，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医生还需同期经左
侧胸腔小切口进入右胸腔进行肺部肿瘤切除，这项同期手术
同时涉及微创心脏搭桥技术和微创腔镜技术，要求手术团队
具有极高的手术综合能力。

这样生死就在一瞬的硬仗，几乎天天都在马量的生活中上
演，每天连轴转的瓣膜手术、微创手术、冠脉搭桥等手术……平
均两三天一次的急诊大血管手术，作为科室的顶梁柱，马量每
年的手术量超过了 500 台，手术成功率在 98 .5% 以上。

换心：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

在马量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幅儿童彩笔画：穿着白大褂、
戴着口罩和听诊器的医生在招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这是
一位 13 岁的小病人欣欣(化名)送给他的礼物，感谢马量治好
了自己的心脏病。

瘦小，曾是欣欣给人的第一印象。13 岁的她身高 1 米

46，体重却只有 59 斤，这个被扩张性心肌病折磨 5 年的小女
孩病情不断恶化，能拯救她的办法只有心脏移植。

2018 年 8 月 1 日，欣欣一家人终于等来了希望，一位器官
捐献者的心脏与欣欣配型成功，深夜 11 点 30 分，浙大一院心
脏移植团队 4 名医生赶到捐献地，为第二天的心脏获取做准
备。

8 月 2 日清晨 6 点 40 分，装载着捐献出的心脏，移植团
队一路飞驰赶往杭州，8 点 40 分，在医护人员护送下送入手
术室，此刻早已做好手术准备的马量接过这珍贵的“生命馈
赠”后，一分钟不敢耽搁，他在保持功能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开
始进行修整，以使血管吻合更高效便捷。

9 点 13 分，病心被取出，“换心”随即开始。由于欣欣年龄
小、体重轻，心脏主动脉很细，直径只有 1.5厘米左右，而供心来
自成人，主动脉直径有 2.5厘米左右，这无疑增加了手术难度。

一道道关卡迈过，“开放主动脉”“查心超”……马量向手
术团队传达指令，伴随着一阵阵强劲有力的心跳声，移植进
欣欣体内的心脏开始自动复跳，“很好”“太完美了”……欢呼
声随之而来。手术后当天下午，欣欣的父母进入监护室看望
了她，小女孩精神状态不错，还吵着要看动画片、吃零食，对
她来说，这种“任性的哭闹”已经久违了，马量还不忘打趣说
道，“换了台新发动机，动力更足了”。

在对欣欣的治疗过程中，马量得知这个家庭因为女儿的
疾病早已花光所有积蓄，于是他主动向医院打听有没有资助
渠道，帮助他们申请了“浙大一院器官移植基金”的医疗资
助，在马量的帮助下，欣欣获得了 10 万元基金资助，大大减
轻了一家人的经济负担。

仁心：时刻谨记善对病人

近期，一条病人的求助短信让马量牵挂。只要碰到人脉比
较广的朋友他总会问一句，“有件小事你帮我打听看看？”

18 年前，刚开始独立手术的他碰到了一个在杭州打工的
青海病人，需要更换心脏瓣膜，看着这个在杭州无依无靠的女
孩经历如此大手术，马量便把电话留给她，联系从未断过。

手术后女孩回青海，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近两年，
她在高原地区又有气急的症状，于是到浙大一院复诊。结果到
了杭州，气急的症状不治而愈，她考虑可能是年龄大了，对高
原地区不适应，便带着丈夫和孩子搬到杭州，开了个拉面馆。

前不久，这位青海病人给马量发来一条短信，希望他能帮
助了解一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杭州念书的问题，“他们在杭
州除了我，又不认识其他人，也不知道去哪个部门咨询相关情
况，眼看着暑假过去就要开学，一家子都很着急。”急病人之所
急，想病人之所想，哪怕是数十年前的病人，马量依然坚守着从
医近 30年来的准则，“我父亲常对我说，尤其对穷人要好一点。”

“马主任组的用药太规范了。”很多来浙大一院轮转的医生、
实习生都感触良深。在马量的带领下，心胸外科心脏病区的药品
比例一直以来保持较低水平，替病人省下了不少的医药负担。

对于医患关系，马量说，很庆幸这几年医疗环境得到改
善，但做得远远不够，这需要各方面努力，既要患者对医生的
理解支持，医生也需要理解和体谅病人。

“我觉得每颗‘心’都是好的。”救治过无数心的马量说，人
性本是善良，医患就该和谐。

“金刀”马量：每天应考“生存或是死亡”

▲如果没有病魔的袭扰，他和她忙碌、平淡、和美的日子，原本可以一直过下去。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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