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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召开。日前，二十大代表名单

正式公布。其中，卫生健康界的代表们从哪些地方和岗位脱颖而出？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心

得？从今天起，本报开设专栏，结合他们的从业经历，讲述他们对党的卫生健康事业的观察和

思考、参与和推动、展望和期待。

周一、周二出门诊，周三要到病

房查房、开展互联网远程会诊、参加

罕见病多学科联合门诊……时间被

诊疗工作和各种科研学术日程塞得

满满当当，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和内科教研室

名誉主任钱素云工作的常态。

采访时，钱素云语气平和、笑容

温柔，与通常公众眼中严格、干练的

儿科重症医生形象形成一种微妙的

反差美。

钱素云身上“柔”和“细”的那一

面，多与病患相关。提到患儿，许多由

她创造的、为同事和后辈所称道的

“生命奇迹”，她总推说“不记得了”。

谈到几个近期印象深刻的病例时，她

讲到一名 5岁多的罕见病患儿。

哮喘、生长发育落后、肺动脉高

压、皮疹、胃肠溃疡……孩子辗转多

地求医，看过多个科室。对于这样的

患儿，有些医生会找出主诉症状最严

重的先治，也可以主治与自己专科相

关的病症，但钱素云不。

“我觉得越是复杂的疾病，越要

尽量用一元论解释，从中抽丝剥茧，

找出最核心、最根源的那个病。”她马

上申请了罕见病中心多学科会诊，来

自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呼吸二科、心

脏内科、皮肤科、免疫科、消化科、临

床营养科及出生缺陷遗传研究室的

专家聚到一起。根据患儿的病史、临

床表现及检查结果，多学科专家将其

诊断为 ST A T 3基因突变导致的原发

性免疫缺陷病。

钱素云“严”和“紧”的那一面，则

体现在自我要求和教学带徒上。“我

要求他们认真、多动脑，更要常去床

边看病人。”她解释，要成为一名合格

的医生，首先做事要认真。小到一篇

报告的标点符号、字号大小和行间

距，大到病历记录等，都要认真细致。

同时，每接诊一名患者，一定要有自

己的分析，要多观察、多思考、多总

结。即便仪器能提供的数据越来越

多，医生也一定要多去床边看患者，

评估病情变化，判定治疗效果。

无论柔软细腻，还是严格认真，

都是钱素云。这看似迥异的“两面”

背后，是一种能被患者和同行敏锐

感知的特质———责任心。在钱素云

看来，责任心是医生的底色，“医生

最大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为患者纾

难解困”。

对于这次能当选党的二十大代

表，钱素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我将充分、真实地反映基层和医疗

行业的实际情况，做好本职工作，当

好人民的党代表。”

“当时要去武汉，说不害怕是不

现实的，没有人生来勇敢，但可以学

会克服恐惧。遇到这个情况，呼吸科

一定是责无旁贷的，况且我还是一名

共产党员。”查琼芳说。

2020年除夕夜，作为上海市第一

批援鄂医疗队员，她出征了。这是上海

最早支援武汉的一批医生。在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重症病区奋战 67天，她写

下 67篇日记，汇成 10万字《查医生援

鄂日记》。目前，该书已译成 9个语言

版本，在全球 20多个国家发行。

“起初写日记是为了完成领导交

代的任务，‘写点东西回去，让大家在

上海放心’，后来这成了我缓解压力

的一种方式。”查琼芳说，作为医生，

刚到武汉会有挫败感，未知的病毒、

危重的病情、患者的煎熬，“写日记”

成了她战胜疲惫、鼓舞自己的一种特

殊方式。

时隔两年多，今年 3 月，查琼芳

又出发了。在这次上海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中，作为仁济医院隔离救治

点临时党总支书记、医师组副组长，

查琼芳带领医疗队先后转战世博展

览馆、嘉定 F1 赛车场、新国际博览

中心等方舱医院、静安公惠定点医

院。她一次次穿着“大白”在超大方

舱里倾听老百姓的诉求，不断完善

调整团队流程。

从医 24年，在呼吸科的日常诊

疗中，她尽力帮助每一位患者，也收

获了患者的真心托付与信任。有人十

多年在她这里看病，更将至亲介绍给

她看病，她成为“一家人的查医生”。

2018年，查琼芳带着仁济医院的嘱

托，来到云南省牟定县，开展为期半

年的援滇医疗工作，把上海三级医院

先进的理念与临床技能传递给当地

医护人员。也是这年，她在援滇的义

诊中度过中国首个医师节。

“一朝为医，即是一生赴救。”这

些年，查琼芳日益深刻理解了作为医

者、作为党员身上的这份责任。“我

想，作为医者，就需要始终保持一颗

善良的心，一如仁济医德十二条中说

的———‘医者之一生，乃为他人非为

自己，不思安逸，不顾名利，唯舍己救

人而已。除保全人之生命，治愈人之

疾病，宽解人之痛苦外无他’。”此次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查琼芳说，“医

者心之所向并非高居圣坛之上，而是

去点亮凡尘俗世间的万家灯火，那么

不论是否成为专家大牛，定会收获患

者真心，这是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入夏以来，滹沱河上游最大的

支流峪河水量丰沛，带火了周边的

乡村旅游。许多游客选择沿河道漂

流而下，到达目的地———山西省代

县峪口镇段家湾村。

段家湾村，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如今已是十里八乡数得上的

美丽乡村。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们

都说其中有刘桂珍的一份功劳。

刘桂珍今年 59岁，身材瘦小。

段家湾村乡亲，是她不离不舍的守

望———她挎着药箱在山路上奔波了

44年，在小学讲台上坚守了 29 年，

当了 25 年村党支部书记、18 年村

委会主任。

时光回到 1978年，那时村里没

有医生，村民们常常小病拖成大病。

县里培训赤脚医生，给了段家湾一个

名额。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刘桂珍父

亲一句“村里就你一个高中生，你不干

谁干”，让一心想考大学的刘桂珍当起

了村医，一干就是 40多年。

通过自学、请教，刘桂珍学会了

打针、输液、针灸、理疗，成了村民

信任的“全能医生”。不论刮风下

雨，还是半夜三更，只要村民需要，

她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一次，刘桂珍去给人看病，自行

车在半路上坏了，瘦弱的她扛不动

自行车，怕耽误看病，干脆把车丢在

路边，徒步走到病人家里。一位邻

村村民路过时发现了她的自行车，

帮她把自行车扛回了家。后来，丈

夫向刘桂珍告知了此事，她不禁流

下了眼泪。“村民们都认我的好。”

刘桂珍说。

1988年，段家湾小学唯一的老

师离开了，孩子们停课了。父亲一句

“你临时顶上吧”，刘桂珍又兼任起了

代课教师，一直教到了 2017年下半

年。这份“临时”活，一干又是 29年。

长期为故土无私奉献，刘桂珍

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1996年她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2003 年兼任村委

会主任。

此次见到刘桂珍时，她正在村

民家里出诊。最近天气转凉，72 岁

的李长来腰腿疼得厉害。“桂珍给

我看了十几年病，有时看我生活困

难还倒贴医药费。不光对我，对其

他人也一样。”李长来说。

从李长来家出来，刘桂珍径直

朝峪河河道走去，去见约好的县水

利局工作人员。前不久，湍急的河

水冲断了埋在河床下的供水管道。

刘桂珍一直心急火燎，担心村民用

水不便，也担心村里旅游项目“打了

水漂”。经过小半天认真勘察和商

量，最后大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她才放心回了家。

“抬头看大山、低头见石头”是

段家湾村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脱

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刘桂珍想尽办

法带领村民走出贫困。她做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带头在自家承包的

三分河滩地种上了油松树苗。经过

精心管护，第三年春天见到成效，三

分地的树苗卖了 7.5万元。

在刘桂珍的带动下，种树苗的

村民越来越多。她不仅为村民垫钱

送苗，还当起了技术指导员。后来，

段家湾村成立了苗木合作社，注册

了以“刘桂珍”命名的商标，成为远

近闻名的育苗基地。到 2017年底，

段家湾村贫困户全部脱贫。现在全

村种了 120 亩苗木、4000 亩沙棘，

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超过 1万元。

“桂珍说好肯定好。”79岁的村

民郭永红说，在刘桂珍带动下，他家

种了 7亩多树苗。“油松、樟子松、

白皮松等都长成气候了，年年有钱

赚。今年已经卖了 6万多元。”

种植中药材、试种黑松露……

作为乡村振兴“领头雁”的刘桂珍一

直没有停下脚步。今年，她光荣当

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眼下，刘桂珍正带领大伙儿着

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与相关公司

合作开发度假休闲和野炊、野营、漂

流等旅游项目，争取让村民们多挣

“旅游钱”，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钱素云：

以责任心打底，方能不愧白袍

一大早，78 岁的路生梅就在佳

县人民医院的诊室中忙碌起来，耐

心问诊，认真开处方，安抚哭闹的患

儿，叮嘱家长各种注意事项……尽

管已年近八旬，作为一名儿科医生，

路生梅每周的三次义诊依然雷打不

动。“患者需要我，我身体还很健康，

还能继续为他们服务。”她说。因为

“被需要”，路生梅在陕北扎下了根，

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

1968年，北京姑娘路生梅大学

毕业后只身来到陕西省榆林市佳县

从医。佳县位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

沙漠交界处，沟壑纵横、环境恶劣。

当地医疗条件十分落后，两排墙皮

脱落的旧窑洞就是县医院。看到这

里群众缺医少药，路生梅许下承

诺———“为党工作 50 年，为佳县人

民服务 50年”。

陕北地区山连山、沟套沟，过去

交通不发达，许多群众就医不便。为

了让群众能及时看病，路生梅常常

外出问诊。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路

生梅跟着老乡到离城十几里的崔家

畔出诊，当时她穿的是从北京带来

的塑料底棉鞋，在雪地里走几步就

摔一跤。老乡看着实在不忍，劝路生

梅回去，说他隔天背孩子再来医院

就诊。路生梅没有答应，继续往前

走，在临近村子的下坡路上，她索性

半躺着滑了下去，到病人家里时几

乎变成了一个泥人。

“当时心里只想着有个孩子还

在等着我，时间就是生命，我必须

前行。”路生梅说，经诊断，孩子患

的是麻疹肺炎。村子里竟有 5个类

似症状的孩子，她一连抢救了三个

孩子。为防止病情蔓延，路生梅在

村里人的帮助下把 5个病儿集中在

一起治疗，不到一周，所有的孩子

都痊愈了。

1983年，佳县人民医院首设儿

科，路生梅成为首任儿科主任。多年

来，不是没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大城

市，只是她从没想过离开。她扎根黄

土高原 54年，不仅为众多患者解除

痛苦，还致力于提升当地医疗水平。

1999年，路生梅退休了，她仍然

选择在佳县为患者免费义诊。“国家

已经给了我退休工资，我不缺钱，不

能再拿另一份钱。”她说。除了在佳

县人民医院、佳县中医院轮流坐诊，

路生梅的住址很多人都知道，有的

病人白天上班，下班才会上门咨询，

路生梅也悉心接待。

路生梅说，当选党的二十大代

表，自己在激动之余还有一丝忐忑。

“我会以此次使命为一个新的起点，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更好地

为患者服务，回报社会，回报大家对

我的认可。”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峪口镇段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桂珍：

守望山村 余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查琼芳：

一朝为医，即是一生赴救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路生梅：

在党和群众需要的地方扎根

不是在门诊，就是在病房、课

堂，袁雅冬常常忙得脚不着地。最

近，她又多了一个身份。作为党的二

十大代表，她深入基层调研，为履行

代表职责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

作为河北省呼吸病学带头人，近

年来，袁雅冬积极组织开展“肺功能

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强基层，畅

呼吸”等学术活动。采访中，说起近年

来行业发展的显著变化，她说：“让我

感触最深的是，基层医务人员忙起来

了！”在一些学术和交流活动中，她发

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面貌有了极

大改观，更重要的是医疗服务水平的

提升赢得了患者的信任，越来越多的

患者选择在基层看病就医。

既是医生，又是教师。袁雅冬常

说，医学是实践科学，光念书是念不出

来的。“你看这个片子比起之前有什么

变化？”“处理这种情况应该注意什

么？”她敏锐地洞察着学生们的成长变

化。在她看来，教学生的过程也是要求

自己不断提升的过程。“你身后有一潭

水，才能随时给学生舀一碗水。”

10年来，河北省呼吸病学科建

设取得了长足进展。袁雅冬说：“疾

病诊断治疗水平与多学科协作相辅

相成，为更多患者赢得治疗和治愈

的机会。”她以牙源性的脓肿治疗举

例说，过去由于各学科医疗技术水

平较低，没有发挥多学科协作作用

的机会，如果早期得不到有效治疗，

很容易发展到颈部脓肿，进而压迫

呼吸，患者甚至可能就此撒手人寰。

如今，呼吸、口腔、胸外等多学科技

术发展，呼吸机治疗广泛应用，感染

控制水平提升，这些都为多学科协

作争取了更多时间，进而帮助越来

越多的患者转危为安。

作为 2020 年河北省支援湖北

省抗疫第一批医疗队队长，袁雅冬

对全社会同舟共济、夺取“武汉保卫

战”最终胜利的经历记忆犹新。她表

示：“没有党和政府在关键时期的坚

强领导和科学调度，不可能在最短

时间内取得胜利。”

对于此次当选党的二十大代

表，袁雅冬说，“只有把党中央对卫

生健康工作高瞻远瞩的布局和要求

学深学透，才能更好履行代表职责，

发挥代表作用。”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医师袁雅冬：

为患者赢得更多治愈机会

二十大代表 风采

（ 版文字由陈祎琪、丁思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