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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骄傲——大美医者

由成都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卫计委主办的首届
“成都骄傲——大美医者”评选活动，经推荐申报、初评审
核、网络投票、综合评审，评选出首届“成都骄傲——大美
医者”10名。即日起，成都商报将陆续为您讲述这些大美医
者的动人故事。

在中国医疗界，周克明
早已是个传奇：他是全国率
先在县级市农村开展晚期
癌症患者临终关怀的医生。
他奔波在简阳市的每个乡
村，五年时间送走273位农
村癌症患者，让这些“老朋
友”们有尊严地辞世。“农民
一辈子任劳任怨，走的时候
应该体面一点。”这是周克
明的信念，“临终关怀这件
事，我非做不可！”

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
周克明每天都在目睹患者走
向死亡的过程。做了六十多
年的肿瘤科医生，周克明早
已经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救
命”的本事。他是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是简阳市
人民医院外科、肿瘤科的创始
人，他在四川县级医院中率
先开展食管癌、肺癌、胃癌、
结肠癌等根治手术。他还是
世界上首例肿瘤比人体重的
肿瘤手术的主刀人。

几年前，下乡时目睹的
一幕，让周克明无法释怀。到
简阳市养马镇农村调研时，
他走进一户农村家庭，看到
一名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透
风的屋内，紧咬被子，两手抓
扯，用头撞墙……听着“呜呜
呜”的哀号声，老伴眼泪直
流，“癌症，痛得没法。”周克
明找到简阳市民政局，要来
当地农村癌症患者的情况，
了解到全简阳有2000多位这
样的晚期癌症患者。于是，在

76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
为晚期癌症患者开展临终关
怀。

为干好这件事，周克明
把头发染得乌黑。“我这把
年纪，这样去开导，才能让
病人看到希望。”他的同事，
外科医生陈焬说，老爷子做
人一丝不苟，做事追求完美，
一辈子如此。“他做了1万多
例手术，没出过一起差错。”

五年来，每个周三是周
克明下乡巡诊的日子，农村
路不好走，81岁的老爷子有
时要走上很长一段泥泞的
土路，才能到患者的家。今
年是他巡诊的第五年，简阳
市58个乡镇（成都代管前）
都有他的足迹。

除了止痛药，周克明还
会给患者开低毒性的抗肿
瘤药物，一方面，可以减少
镇静类药物的使用剂量，减
轻医药费负担，另一方面，
对症抑制肿瘤发展，有的患
者因此生存期被延长到一
年、两年，甚至更长。

周克明的档案柜里，有9
个装有“宁养关怀病人随访
记录”的档案袋，每一位离去
的病人的人生最后一笔都记
在上面。从2012年到现在，周
克明和团队一共关怀了425
位终末期癌症患者，关怀851
人次，其中361人已经和这个
世界告别。大部分家属会在
患者病逝以后，特意打电话
来表达感谢。

81岁老医生的临终关怀
温暖273位癌症患者“最后一程”

大美医者周克明

用半生努力
当一名“新生儿妈妈”

大美医者巨容

巨容生于1968年，今年
正好50岁。生命的50年，她
将一半时间交给了新生儿。

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
新生儿科，作为新生儿科
主任，巨容带领着团队，用
他们那双充满温情的手，
将一个又一个在危险边缘
徘徊的新生儿拉到安全地
带，让那些家庭重新获得
幸福和快乐。

重庆医科大学儿科专
业毕业后，巨容分配到兰州
军区总医院。那里的儿科是
全科。巨容接触到了很多患
有肾病、白血病、先心病等重
症的病儿，面对患儿的痛苦，
巨容发誓要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解救那些小生命。

2002年，34岁的她报考
了第一军医大学的研究生，
紧接着又在南方医科大学
攻读了博士学位，她告别兰
州，就职现在的成都市妇女
儿童中心医院。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
医院的新生科是全省规模
最大的新生科，因此，送来
救治的新生儿不仅仅是成
都市的，还有很多全省各地
送来的。一天凌晨3点，眉山

一名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
的早产儿送到新生儿科，得
到通知的巨容急赴医院。在
连用两只肺泡表面活性物
质后效果不佳，此时患儿
面色惨白呼吸微弱危在旦
夕。巨容想起了国外资料
上曾经介绍过的一种叫西
地那非的药或许有用。于
是她开着车，在大街上转
悠，一看到药店就下车敲
门。在敲到第五家药店时
候，门终于开了。

巨容拿着药直奔医院，
磨碎后用生理盐水稀释，再
通过胃管注射到早产儿的胃
内。10分钟后，患儿脸色开始
好转，呼吸也慢慢均匀。十多
天后，顺利出院。如今，这名
获救的早产儿已经是个能歌
善舞活泼乖巧的小学生。

医院的统计数据表明，
巨容带领新生儿团队，每年
抢救的危重患儿达2000人
次，随着科室发展，这一数据
还在攀升。每年抢救2000余
人次危重患儿，成功率高达
99.8%。这是巨容带领团队在
努力之后获得的回报。

市文明办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
他才知道中科大不在北京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李一
峰才知道中科大原来在安徽合肥，而
非北京。志愿是随手填的。“之前听说
过中科大，觉得还不错”。生物学专业
被他列为第一专业志愿，另填了包括
环境科学在内的几个专业兜底。

2015年，云南理科重本线为500
分，李一峰考了648分。这个分数让他
与向往的生物学专业失之交臂，被第
二志愿环境科学录取。他对环境科学
并不了解，没多大兴趣，但也不讨厌。
他也没打算复读，毕竟，“中科大算很
不错的学校了”。

入学前，李一峰得知，中科大允许
学生转专业。为达到转专业的条件，入
学后，李一峰每堂课都提前到教室，占
据正对黑板的黄金位置，笔记写得密
密麻麻。努力学习的唯一动力，就是转
专业，他对自己说，“如果下定决心去
做一件事，我相信没有做不成的。如果
没做成，那是努力还不够。”

但事情的发展，偏离了他预期的
轨迹。

在准备转专业期间，李一峰通过
网络查阅了生物学专业相关资料，并
向身边的生物学专业同学咨询相关情
况。他渐渐发现，实际中的生物学与自
己想象的有所出入。

“生物学需要的是研究型人才”，
但李一峰觉得自己更适合操作性强的
技术类专业。“而且，念生物学基本意
味着要延迟工作。”据他了解，在中科
大，生物学专业的学生，本科毕业后，
或考研读博，或出国，80％以上都会继
续深造，而他打算本科毕业后就工作。

努力跑了半天，结果跑错了跑道，
李一峰的满腔斗志顿时泄了气。奋斗
目标就此失焦，他的大学生活开始以
放纵的姿态快速下沉：逃课、通宵玩游
戏……“前后好像两个人”，回忆起李
一峰，中科大的同学们一再叹气。

大一下期，整个专业去北戴河实
习，返校后要求写报告，李一峰一直拖
到最后期限，才在网上东摘西抄，蒙混
过关。“我知道这样不对，也为虚度光
阴感到羞耻，却不知如何是好。”

他想起高考填志愿时，父亲特别
叮嘱他：要慎重啊，好好选一个喜欢的
学校和专业。对于这个善良而笼统的
叮嘱，李一峰不知所措。

此前的18年里，村小，乡中学，县
高中，老师们教他的，是函数周期、连
词从句；父母劳碌一天后，对他说得最
多的，就是“好好读书，跳出农门”。

逐日逐年，这八个字深深扎进他
的心里，他也确实考取了常人难以企
及的成绩。但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也不知道该如何确定自己喜欢什么。
志愿填报指南上密密麻麻的陌生学校
和专业，于他而言，就像一条条纵横交
错的岔路。来不及多想，也不知道该如
何细想，他只能凭直觉盲选落子。

遗憾的是，他没能一矢中的。

彻底失去方向后，李一峰在中科大
的学习状态每况愈下。在累计挂科学分
达到10分后，他触及黄线，学校发出了
退学警告。“要不自己退学吧？”几经犹
豫，他决定向家人袒露心迹。

2016年6月的一个傍晚，李一峰拨
通了父亲李伟的电话。

“喂？”电话通了。当时父亲正开车
在从村里去县城的路上。

“唔……吃过饭了吗？”李一峰感
觉喉咙有些堵。

“吃了，你呢？”
父子二人都是不善言辞的人，问

候话很快都说光了。
“我想退学”。李一峰终于鼓足了

勇气。电话两头，长久的沉默。
正在开车的李伟宛如当头被敲了一

棍，他无法理解，儿子为何突然产生了这
样的想法。不喜欢就非得退学吗？“念了
那么多年书，好不容易考出去，退学干什
么？再说，村里人要是知道了，多丢人。”

父亲说的确实也没错。除了李一
峰，班里也有其他同学表达过对环境

科学的无感。“可我就是不喜欢，就是
适应不了。”

“再试试吧”，父亲艰难挤出几个
字，“都考出去了，能不回来就别回
来”。李一峰是个听话的孩子，从小大
到都是。电话里，他没再坚持。

大一暑假回家，李一峰帮忙割草、
喂鸡、采茶……一切如常，彼此都很默
契地绕过了退学这个话题。

但大二开始后的整整一年里，恳求
与拒绝的戏码多次在父子间上演。两个同
样不善言辞的人，笨拙地试图用只言片语
说服对方，却总又陷入长久的沉默对峙。

“记不清到底提过多少次了”，李
一峰只记得最后一次，是在大二暑假
的夜里，父亲依然不同意。“马上都大
三了，光学杂费就花了一万好几”。

父亲希望用沉默将儿子的请求拖
过去，他对此很有信心。

但大三开学不久，李一峰班主任
的一通电话，却打破了他的计划——
儿子逃课找工作去了。

李伟不得不服软。

2017年国庆节后，李一峰办完退学
手续，迅速离开了合肥。联系好复读学校
后，父亲开车送他去市中学复读，三个小时
的车程，一路上两人都没怎么说话。

“没回头路了。既然选择了回来，就
好好学，已经丢过一次脸了，不能再丢第
二次。”在学校门口，李伟打破沉默。

第一次月考，年级150多名；期中，年
级60多名；到复读的下学期，李一峰已
稳定在年级前十。复读的234天里，他每
天早上6点40分起，晚上12点半睡，中

间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基本都在
看书、做题、摘录错题。

高考前几天，李一峰一直没睡好，
他做不到完全不紧张，复读这件事，从
一开始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除了押上
自己的未来，还押上了家人的信任，以
及家人的颜面。

回老家没多久，他退学的消息就
迅速传开，一度成为亲友邻里的谈资，
并夹带着诸多不太友好的猜测。父亲
李伟不知作何解释，只能沉默。

未来

退学

复读

累计挂科学分达到10分
他向父亲坦言“我想退学”

“没有回头路了”
他押上自己的未来和家人的信任

2017年的10月，如果再坚持一年多，20岁的李一峰就将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下简称中科大）环境科学专业本科毕业，但他选择了退
学，回老家云南临沧。退学的理由并不复杂，“不喜欢那个专业”。

重新历经200多个日夜精神紧绷的学习后，2018年6月，人生第
二次高考，李一峰考出了712分、云南省理科排名第八的好成绩。

清华和北大向他发出了邀请，但李一峰选择了四川大学（下
简称川大）口腔医学（五年制）专业，并于次月收到录取通知书。

三年辗转，历经退学、复读，21岁的青年可以任意选择全
国最好的大学，但他最终选择了川大口腔医学专业，这是他
在网上花了两个月检索了解后确定的。

确定不喜欢环境科学？确定。
确定喜欢口腔医学吗？沉默。
最喜欢做什么呢？沉默。

“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在做，但都无法称之为爱
好，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他没能给出答案。

曾在中科大曾在中科大
读到大三选择退学读到大三选择退学

婉拒清华北大之邀婉拒清华北大之邀
他选择川大口腔医学他选择川大口腔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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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分，云南省理科排名第八。
多家媒体相继报道，先前指

点议论的亲友邻里也纷纷好言
祝贺，李伟心里终于踏实了。

李一峰心里也踏实了，“付
出没有白费，也没丢人”，他脸上
露出轻松的笑容。

这个分数，同时还为李一峰
赢得了清华北大的邀请。但他都
婉拒了，依旧选择了自己先前在
网上花费两个月检索了解确定
的专业：川大口腔医学。

父亲李伟觉得有点可惜，他更
希望儿子选清华北大，不过有了儿
子此前的经历，他并未多做干涉，

“我们不懂，孩子喜欢就好了”。
那么，口腔医学专业是否就

是李一峰喜欢的呢？
事实上，从大一意识到自己

不喜欢环境科学后，李一峰就一
直在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该
做什么。直到退学前两个月，通
过上网搜索了解后，川大口腔医
学被他锁定为奋斗目标。

他列出了条理清晰的理由，
努力说服别人，同时也说服自
己：“第一、我更擅长技术类的东
西，口腔医学恰恰属于实操性很
强的专业，和我的个人能力相匹
配；第二、川大口腔医学专业排名
靠前；第三，口腔医学专业就业前
景好，收入可观，而且工作量相较
临床，也会稍微轻一些……”

三 条 理 由 里 ，唯 独 缺 了
喜欢。

符合实操性强、就业前景
好、排名靠前条件的学校与专
业，远不止川大口腔医学一家。
如何确定花了两个月在网上检
索了解，并无实际接触的“心仪
专业”真的就是自己喜欢的呢？
真的适合自己呢？万一今后在实
践中发现不喜欢或者不合适怎
么办呢？，当初，自己不也以为自
己很喜欢生物学专业么？

“我错过一次，还会错第二
次吗？”他没有正面作答。

“万一呢？”
“我不喜欢假设。”仍旧拒绝

作答。
“做这个决定之前，你会提

前想好它所有可能的结果吗？”
“一定要想那么清楚吗？”
“那你如何确定仅仅花了两

个月在网上检索了解的专业真
的合适自己？错了怎么办？自己
到底喜欢做什么，没想过吗？”

“别问了……”
他紧锁眉头，双唇微张，表

情近于愤怒。短暂的沉默之后，
他近乎咬牙切齿般用力地把话
挤出来，“我决定了的事，就不会
后悔！就一定、肯定、确定会坚持
下去！”尽管努力压制着语气，他
的声调相比之前仍旧高出许多，
引来邻桌侧目。

良久的沉默，谈话一度停止。
他懊丧地垂下头。饭桌上，只剩火
锅咕嘟咕嘟剧烈沸腾，烟气蒸腾。

“不好意思”，再抬起头时，
他已恢复平静，“没有回头路了
……就让时间来证明我的选择
吧”。黑框眼镜镜片在火锅面前
起了一层白霜，遮住了眼神。

饭后，李一峰回到驾校的房
间，一间20平米大小的客房，摆
着4张单人床。为了方便学车，这
段时间，李一峰一直住在这里。
他走到最里靠墙那张床边，弯腰
翻出自己刚收到没多久的崭新
录取通知书。

照他的计划，他要抓紧时间
练完车回家，好好利用假期的剩
余时间，为即将念高二的弟弟进
行辅导。另外，自己也要学习充
电，预习相关大学课程。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分
别前最后一问。

21 岁 的 青 年 又 一 次 怔 住
了。从小到大，直到现在，当被
问及兴趣爱好，他都是一如既
往地沉默。

“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在
做，但都无法称之为爱好”。他没
能给出答案。 成都商报记者
沈兴超 发自云南临沧

盲选

寻路人生
712分高分考生的

▼

▼

花费两个月
选定川大口腔医学
列出三大理由
唯独缺了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