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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患者看病前，刘永生总会把听诊头在手
心焐上几秒。43年的村医生涯里，这个下意识的
动作，他已记不清做过多少次。

“病人身子弱，听诊头凉，焐热了能舒服一
点。”刘永生说，听诊器连着心。

在晋陕豫三省交界的陕西省潼关县，秦东镇
荒移村卫生院的刘永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秦东一带的四里八乡，谁家有了病人，只要
一通电话，这位中等身材、有些谢顶、脸上总是带
笑的中年男人，就会背着医疗箱及时出现。

43年来，超过10万人次的患者接受过刘永生
的治疗。不少当地人说起他，用得最多的只有一
个字——好！这是淳朴的农民对别人极高的
评价。

上个月，他获得了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编外“赤脚医生”

国庆假期刚过，刘永生穿上白大褂，背着医疗
箱出诊了。虽然每天都要用，他的白大褂仍一尘不
染。出门前，他又特意清点了一遍医疗箱里的
设备。

已届花甲之年的编外“赤脚医生”刘永生，一
点没有停下脚的意思。

刘凤琴是刘永生眼中一位特殊的“亲人”。每
隔一段日子，他都要上门为这位80岁的独居老人
送药和检查身体。

“阿姨，最近饭量怎么样？”“血压控制得好
不好？”“睡得好不好”……寒暄之间，他的双手
又焐住了听诊头。

刘凤琴从炕沿起身，急着要拿些吃食给刘
永生。她身后的墙上，挂着已故老伴杨志学的
遗像。老杨曾是抗美援朝老战士，在世时患有
淋巴癌。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刘永生常常
上门送诊，医药费分文不取。

老杨有意躲着他，可把刘永生惹急了：“你就
把我当儿子，儿子给父亲治病，哪有收钱的道理？”

送走杨志学，刘永生又主动挑起照顾刘凤琴
的担子。“我一身都是病，高血压、心脏病，还得过
脑梗。永给我看病从不收治疗费，白天喊白天
到，夜里叫夜里到。他总是说，老杨是国家的有
功之臣，他有责任照顾好我们。”刘凤琴说。

“永”，荒移村村们都这样称呼刘永生。在关
中方言里，只叫名字中的一个字，是最亲切的
称谓。

“赤脚医生”脚板勤。刘永生出诊的范围，近到
秦东镇周边80多个村子，远及山西、河南20多个村。

出诊之外，多数时候他都在村里的卫生院。
不大的诊室内，时常坐满病人，有本村本镇的，
也有从附近乡镇赶来的。患者送来的锦旗，年
代由远及近，一层叠一层，挂满了卫生院好几面
墙壁。

“刘医生治病特别细心，态度好，药也开得便
宜。”10个月大的女儿病了，姚娥娥再次从15公里
外的潼关县安乐镇毛沟村舍近求远而来。

几个月前，女儿第一次发烧，她慕名来此，
被刘医生看病时的细节打动：接触孩子前，他要
认真洗几遍手；听诊时，动作轻盈；开药前，要问
家里还有什么药。“只要能给病人省钱，刘医生
都尽量少开药，但药效却很好。打那天起，我就
觉得这个医生可亲。”姚娥娥说。

刘永生的手边放着几本接诊记录簿。这是
他行医多年养成的习惯，每接待一位病人，都要
做详细的笔记，将病因、发病日期、血压等检查数
据一一记录在案，形成健康档案。复诊时查阅记
录，就能了解医治和康复过程。

遇到初诊病人，刘永生还不忘让对方记下
他的手机号，并叮咛一句：“只要有问题，不论
迟早，随叫随到！”

17岁战“麻疹”

在有1500多名村民的荒移村，只有上了年纪
的人，才说得出村名的由来。

早年间，先人们自山西逃荒迁移到此，荒移村
由此得名。仅闻其名，昔日的荒凉感便扑面而来。

刘永生幼年的经历，也与贫穷有关。1960年，
不到两岁的他从姐姐的肩膀上摔下，腿部重伤。
正值困难时期，乡亲们谁家都没有余钱，母亲借钱
不成，急得在村头暗暗垂泪。

老支书张振华听闻消息，立即召集全体党员
开会，你八毛我一元，凑了20元给刘永生治病。

这段往事，母亲讲过无数次。“是党员救了你，
永远不要忘记党的恩情。长大了你要做个医生，
让乡亲们都能看得起病。”

1976年，刘永生读高中时，学校办了医疗班。
短短一学期的课程，让他与医学结下不解之缘。
毕业那年，一场异常凶猛的麻疹疫情侵袭荒移村，
3天内4个孩子夭折。

村民抱着逝去的幼子号啕大哭的场景，深深

刺激着刘永生。他找来一个验方，凭借书本上的
知识“现学现用”，找了几味药材。煎好药，他先自
己服下，观察后发现没事，就急忙端给生病的
娃娃。

可是，人命关天，没人敢相信一个毛头小伙子
的药方。好劝歹说，终于有人家愿意试一试。

“那天夜里，我一直守在他家门外。深夜，奄
奄一息的娃突然有了哭声，我浑身一软，瘫在地
上。”40多年后，刘永生依然对这一幕记忆犹新。
一碗汤、一把草控制住疫情，村里再也没有孩子
夭折。

缺医少药的年代，农村医疗水平尤为低下。老
支书眼尖，觉得刘永生是个苗子，派他送去乡镇医院
进修。学习归来，他成了荒移村唯一的“赤脚医生”。

那一年，刘永生17岁。
村里病情复杂，上到头疼脑热，下到脚气鸡

眼，小到眼睛进虫子，大到妇女生孩子，从荒移村
到周边几个乡镇，谁家有病人，刘永生都得应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接生的孩子就有上百人。

然而，险情常常不期而至。1990年9月的一天
夜里，怀孕7个月的村民马小女突然大出血，被家
人送到村卫生所。刘永生一检查，“坏了！是胎盘
前置，必须马上转院！”他一边给产妇挂上吊瓶，一
边赶忙招呼人手抬担架，把产妇向县城转运。

那个年代，通往县城的公路上车辆稀少。
一连拦了几辆车，司机怕担责任，都是一脚油门
疾驰而去。好不容易一辆运煤车驶过，司机见
状又要开走，情急之中，刘永生直接躺到了车轮
下。“这是两条人命，你今天要走，就从我身上压
过去！”司机被说服了，孕妇最终转危为安。

经历的险情多了，刘永生便有了双手微微颤
抖的毛病，连他自己都说不清这是什么时候落下
的。刘永生深吸了一口气说，当村医是“一手提
针、一手提心，病人一出血，我就直冒汗”。

行医43年，刘永生接诊的病人超过10万人
次。针对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他逐渐探索出
一套方便快捷、痛苦小、花钱少的中西医结合
诊疗方法。尽管算得上经验丰富，但他依然保
持着医生特有的谨慎。

“会预防、能诊断、会看病、能治疗、会转诊”，
刘永生为自己定下“15字方针”，“我是村医，水平
有限，对病人既要细心治疗，但也万万不可错失良
机，更不能耽误病情。”

“蜗居”卫生院

荒移村卫生院，也是刘永生的家。
一间卧室，“藏”在几间诊疗室之中。掀开

门帘，双人床、老旧木箱、合不上门的衣柜，几乎
就是全部的家当。

他原本不住在这里。
1985年，荒移村谢家三兄弟在自家制作花

炮时，因操作不当引起爆炸，三人均不同程度受
伤。刘永生和一起赶来的乡亲们，赶紧将他们
送到潼关县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一人截
肢失去双手，一人双目几近失明。

“刘医生带着我去西安、郑州的大医院治眼
睛。一路上他舍不得吃，给我点一碗饭，自己啃
干馍。”49岁的谢存喜说，这些年，刘永生一到冬天
就来家里帮忙生炉子，逢年过节还把他接到家中
一起过。在刘永生争取来的项目帮扶下，他告别
土坯房，搬进了新居。“刘医生就是我的眼睛！”

排行第二的谢双喜伤势最轻。为给哥哥和
弟弟治病，他欠了不少外债，到了结婚的年纪，
一连相了十几个姑娘都“告吹”。

1990年，目睹这一切的刘永生，做出了一
个惊人之举——把自家住了不到3年的新瓦
房借给谢双喜结婚。“我没房子了还能再盖，
如果谢双喜不结婚，他家三兄弟就都是光棍
了，这日子可怎么过！”

妻子王榜花想不通，气得3天不吃饭。但
岳父理解女婿，他劝女儿，“你不吃饭，永心神
不安，治病出了问题咋办？再说，永有手艺，以
后还能给你再盖一院房。就按他说的，先在卫
生院凑合一阵子吧。”

这一“凑合”，就是近30年。直到今天，夫妻
俩还“蜗居”在村卫生院里。前些年儿子结婚，
刘永生在潼关县城给儿子按揭了一套新房，但
老两口总共也住过不到5次。

刘永生倒是乐观，“住在卫生院多好，离病
人最近，有紧急情况，随时就能处理。”

“住进卫生院，我最怕夜里的砸门声。但村
里病人多，都指望他，也由不得他。”王榜花说。

刘永生上门出诊，极少收诊疗费，用的药也
都很便宜。可早些年穷，块儿八毛的钱，群众还
经常赊欠。世纪之交，她曾动员刘永生一起到
县城打工，风声刚一传开，就有村民上门打问，
“永，你可不敢走啊，你走了我们咋办呀！”

宋茂林就是离不开刘永生的人。
6年前，他的老伴姚印花突发脑梗，刘永生

闻讯赶来，急忙将她往医院送。“一路上，老伴给
刘医生吐了一身，他一点也不在意。到了医院
跑上跑下，帮我们垫钱住院。医生说，老伴可能
只有两三个月的日子，让拉回家休养，我心头一
沉，当场就哭了。”宋茂林说。

在宋茂林都准备放弃的日子里，刘永生没
有放弃。回村后，他开始每天给姚印花扎针、做
按摩。奇迹出现了，5天后，姚印花坐了起来，70
天后，她甚至可以走路了。病情稳定后，刘永生
依然每月两次上门做护理，一直到今天。

“这么多年，除了药费按成本价收，刘医生
总共只收了一百多元。他是真把病人当亲人！”
言及此处，宋茂林潸然泪下。

日记里的“医者仁心”

熟悉刘永生的人都知道，他心软，从不会对
病人说“不”。无论严寒酷暑、风吹雨打，只要病
人需要，他背起医疗箱就走。

“我从没见过父亲带着情绪去见病人。一
有电话他就走，从来没二话。一顿饭吃了热、热
了吃，太多次了。”刘永生的儿子刘波说。

王榜花一度替丈夫“亏得慌”：“除了外出学
习、开会，他都在村里，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
我俩结婚快40年了，还没有全家一起旅过游。
他总是说，自己是党员，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尽管如此，相濡以沫的日子一天天过，她对丈
夫更多的还是理解与包容：“他见不得病人受苦。”

刘永生天生乐观，他常把行医中的点滴和
健康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在治病的不
经意间博病人一笑，为他们带去几分轻松。

“药物对了方，只要一口汤。药物不对方，
哪怕拿船装”“少吃盐，多吃醋，跳跳舞，散散
步”，这些“段子”，荒移村的许多乡亲都能脱口
而出。
在不少村民的记忆中，总是乐呵呵的刘永生

只哭过一次。那是2013年12月，他被评为“最美潼
关人”。从县里领完奖回来已是夜里，刘永生刚进
村口，上百名群众自发敲锣打鼓迎接，为他披红戴
花。很多人都记得，“那一天，刘永生热泪盈眶。”

如今，刘波子承父业，也成了荒移村的一名
乡村医生，父子俩搭档守护着乡亲们的健康。
“村里老人多，发病大多是在夜里。父亲总叮嘱
我，再累再困，晚上10点前不能睡觉。”

2016年，潼关县成立了以刘永生命名的志愿
服务队，全县800多名医护人员、乡村医生和村
干部纷纷加入其中。荒移村的志愿服务分队有
26人，谢存喜、宋茂林，这些刘永生帮助过的人，

也都自愿加入进来。每到活动日，他们穿着统
一的红马甲，活跃在潼关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

“我有理发的手艺，现在经常到敬老院给老
人理发。刘大夫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被他感
动着，也想要帮助别人。”宋茂林说。

小时候曾找刘永生看病，而今是潼关县医
院医生的郭瑶，也在这支志愿服务的队伍中。

他说：“在高考失利、人生最迷茫的那段日
子，我跟着刘医生学看病，亲眼看到他对病人的
耐心、爱心。我最终通过成人高考走上学医这
条路，也是受到他的感动和鼓舞。”

由于村组合并，荒移村卫生院已更名为秦
东镇中心卫生院寺角营分院。从20世纪70年代
“一个药箱一把伞，两间瓦房医疗站”，到如今拥
有诊断室、药房、理疗室等多个功能室的卫生
院，刘永生亲历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变迁。

现在他不仅要看病，还要为1500多名群众
提供预防接种、慢性病管理等十余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在40多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条件好点的村民，有病都去县城看
了。”刘永生觉得这是好事，说明大伙儿生活好
了，对健康也重视了。不过，他仍要为留在村里
看病的乡亲们兜底。“小病不出村，大病及时转
院。做好院前急救，不能耽误病人。”

自打过了60岁，总有人问刘永生啥时候退
休。他大多置之一笑，以一句顺口溜作答：年过
60不算老，农村医疗只管搞，胸中只要有口气，

背上药箱不放弃。
“刘医生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我们离不开

他，更心疼他，总劝他注意身体。”76岁的冯秀珍说。
工作之余，刘波喜欢翻看父亲的日记，他说

从里面可以读懂父亲。80多个已泛黄的日记
本，记录了刘永生从医43年来的点点滴滴：一次
次抢救病人后的愉悦、一篇篇夜深人静时的思
考、一条条健康宣传的口诀……

记者随手翻开一篇：
人的生命是一个括号，
左边是出生，
右边是死亡。
我们人生的事，
就是填满括号。
我愿用精良的医术，
让老百姓快乐健康……

乡邻叫他“好”，唤他“移动的120”
“赤脚医生”刘永生43年守护村民健康，无愧“最美潼关人”

他把自己的房子让给病人

结婚，自己和老伴在村卫生院

里“蜗居”近30年。“住在卫生院

多好 ，离病人最近 ，有紧急情

况，随时就能处理”

他被村民亲切地唤作“农民

的健康卫士”和“移动的120”。不

少当地人说起他，用得最多的只

有一个字——— 好！最近，他获得了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10月9日，刘永生为潼关县秦东镇荒移村患病的村民党海生上门送诊。本报记者陈晨摄

本报记者陈晓虎、邹欣媛

成为“首席美工”、撰写五万字诗文……很难
想象这些“耀眼”字眼会和从小患脑瘫、没上过一
天学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宁夏回族自治
区固原市隆德县沙塘镇魏李村的25岁小伙李佳。

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李佳一度选择轻生，
当生命再次“眷顾”时，他不再呐喊不公，没上
过学就用手机总结出一套“学习法”自学文字；
瘫坐轮椅18年，他硬是忍受着彻骨之痛不间断
练习，靠单拐走路……

受惠于精准扶贫政策，李佳从魏李村来到了
县残疾人托养中心。如今，梦想的种子正在他“超
级大脑”中生根发芽，慢慢生长。

“18岁，突然发现自己特别傻”

隆德县残疾人托养中心，电子商务部“首席美
工”李佳坐着轮椅，正熟练使用软件微调海报。

虽然吐字不清，25岁的李佳却能准确表达所
感所思。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张自拍照充满自信，
敲击鼠标的手指上还带着时髦的指环。

李佳出生在宁夏隆德县沙塘镇魏李村，两岁
时手脚不灵活，站立不稳，经医院诊断患有脑瘫。

“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却
站不起来；到了上学的年纪，小伙伴都去学校了，
我一个人在家幻想学校的样子；时间一天天推移，
母亲弱小的臂膀再也无法抱起日渐沉重的自
己……”李佳说，即便如此，他并没有感受到这样
的落差在将来意味着什么。

为了生活，2010年父母带着弟弟远赴新疆，家
里只留下了李佳和70多岁的奶奶。李佳拿着父母
临走时留下的钱，买了几只兔子，还自己制作了兔

笼。不久，兔子产下两窝幼仔，李佳赚到了人生的
第一桶金。父母离家的几年里，这些收入贴补了
他和奶奶的日常开销。

正当李佳为取得的“小成绩”开心时，他却被残
酷的现实“敲醒”。

“18岁，突然发现自己特别傻，我不会干的，别人

都会；我会干的，别人比我干得好。太受打击了，
感觉我什么都不行。”他说。

狭小的院子，同情的眼神，内心的孤寂，对
于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倍感压抑的李佳一
度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那时，轻生的念头一再闪现。他摇着轮椅
来到魏李村的南山，拿出小刀向自己的手腕割
了20多刀，最终失血过多昏倒在树林里。

醒来时，母亲已哭成泪人。捡回一条命的他
终于明白：既然活着，就要活出个人样来。

李佳说，一旦超越不幸就会发现，原来那些不
幸不过如此，虽然过程并没有说的这么简单潇洒。

没上过学，写出五万多字的诗文

由于患病，李佳很少出门，更没上过学。可
是，他却拥有“超强大脑”——弟弟背诵的课文、
乘法表，他听几遍便能找到规律、倒背如流。

16岁，一件尴尬的事开启了李佳学认字的
念头：朋友请他吃饭，饭馆就在眼前，愣是睁着
眼找不着。吃完饭很长时间，那无助的一幕总
是莫名地袭扰着他。

那一年，李佳下决心自学。
难度可想而知。一部朋友赠送的旧手机，

就是他认字的工具，借助手机输入法的联想功
能，从最简单的字学起，再学习联想出的另一个
字，猜拼音、猜字，和电视、报纸等对照，每天倒
腾几个小时，只为牢牢记住几个字。“现在我不
认识的字，高中生也不认识！”李佳得意地说。

为了熟练地用字词表达，李佳申请了聊天
软件账号，加了500多个网友。他解释说，枯燥
打字容易疲惫，和人聊天，学字更快，还能交
朋友。

通过书写文字，李佳找到了情感栖息地。
他喜欢夜半时分，点击手机键盘，把心绪以文字
单纯地记录。就如他的一篇诗文《夜》中所述：
“漫长的夜，四周墨黑墨黑，可我不愿睡去，临窗
而立，将我心事付与清风。”

这之后，李佳慢慢学会了使用电脑，虚拟空
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他给自己取名“北
极星”，象征坚定、永恒、守护。从只言片语的感
言，到《北极星随笔》多篇诗文，再到创作5万余字
的小说《北极星的忧伤》，他的故事仍在续写。

“在某个生命的清晨，在那颗启明星牵引
下，等待新的一天到来。在某个落日的黄昏，在
那一抹残阳渲染下，目送一天过去。”

“我写我痴狂，蜚语流言任风扬。爱恨情愁
皆是味，尝尝，不负少年自轻狂。”

……
李佳的文字时而柔软忧思，时而欢喜狂放，

读过的人大多为之触动，希望文字变成铅字出
版。李佳只觉得，这些文字如挚友般陪伴着他，
叩开崭新世界的大门。

坚持3年，他扔掉了右拐

“我一直坚信梦想能抵达的地方，总有一天
双脚也能抵达。”对于李佳来说，靠双脚站立似
乎比实现梦想更难。

看着朋友网络空间里的一张张风景照，瘫
坐轮椅18年的李佳在新鲜之余倍感失落。看
到那些青石板砌成的路、高低不平的石阶，他
不禁想：如果没有电梯，没有平路，摆在自己面
前的岂不是一条死路？

“我想拄拐走路。”李佳刚开口就被心疼儿
子的母亲拒绝了。没想到，快到2013年春节，舅

舅从新疆带回的一副拐杖，重新燃起了李佳行走
的激情，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

当李佳吃力地拄上双拐，全身重量集中在双
臂之后，只站了一会儿，他的腋窝已红肿，汗水瞬
间湿透全身。一步、两步、三步，尽管有母亲和朋
友的帮助，李佳还是会摔跤，腿上、手臂上满是淤
青。两周后，他才连贯地走出了十几步。

平路走顺了，李佳开始“极限训练”——走崎
岖不平的山路。有时，他一不小心从山坡滚下，
身上被石头割伤，他会想办法止住血，爬起来继
续走。坚持了3年，李佳扔掉了右拐。
受惠于精准扶贫政策，2017年8月，李佳进入隆

德县残疾人托养中心。隆德县残联理事长彭云珠
说，除了配有残疾评估、理疗等现代化康复教学设
施，中心搭建电子商务中心、人造花制造室等平台，
将托养与工疗结合，100多名重度贫困残疾人不只
是被政策性托养，他们还心怀梦想。

在托养中心，经过培训，李佳获得了人生中
的第一份工作。“我想干得比正常员工好，想有一
份更稳定的收入，想尝试自己创业。”谈起以后的
路，李佳突发现自己有梦想，只不过一直埋藏在
心底。

靠着自己摸索图片处理、文案设计和排版技
巧，李佳熟能生巧，原来3天完成一套美工，现在
只需要一天。即使再忙，他也每天坚持康复训
练。对生命的敬畏和坚强的意志，也让他收获了
爱情。

去年底，在自治区民政厅和隆德县残联帮助
下，李佳在北京免费进行了左腿手术，术后恢复
良好。最近，李佳将前往北京接受右腿手术。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选择希望的
李佳，双脚和梦想将同时在宽阔的人生道路上
“奔跑”，即使起点不同，路程不同。

精准扶贫让这位脑瘫小伙站起来“奔跑”

▲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残疾人托养中
心，李佳在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充满自信的自
拍照（5月16日摄）。 本报记者冯开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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