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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救死扶伤仁更广，

悬壶济世爱犹深。
在第二个“8·19中

国医师节”即将来临之
际，为充分展示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陕西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成就，扎
实推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在
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
浓厚氛围，陕西省卫生
健康委联合《三秦都市
报》、三秦网开展“70
年·医路初心”大型系
列访谈活动。从今天
起，陆续推出“70年·医
路初心”系列报道，记
者将深入医疗服务、疾
病预防、综合医改、健
康扶贫、妇幼健康、中
医药发展等卫生健康
工作的各个领域，选取
亲身见证或经历了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各个
时期陕西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变化的医务工
作者们进行采访，通过
个人视角，彰显医者为
人民健康服务初心，展
现卫生健康行业发展
成就，反映新中国成立
以来时代变迁，在全社
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
厚氛围，团结凝聚卫生
健康系统的力量，激发
医护人员的职业荣誉
感和神圣使命感，引导
广大医务人员切实践
行“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卫生健康职业精
神，为助力健康陕西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

刘永生 村民身边的“120”

7070 年年··医路初心医路初心

“为了及时赶到患者身边，第一时间
为村民看病，我花3万多买了一辆小车，
让儿子当司机，这车就是村民身边的

‘120’。”在渭南潼关县秦东镇荒移村，就
有这样一位让儿子随时开着私家车出诊
的乡村医生刘永生。荒移村是潼关县的
一个偏远山村，刘永生17岁扎根村里，
43年如一日，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村
民服务，如今六旬的他，依然坚持做一名
基层群众健康的守门人，恪尽职守，哪里
有病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刘永生，1959年5月出生在渭南市
潼关县秦东镇荒移村。他从1976年开
始在乡村从医，43年来，先后接诊病
人9万人次，出诊近万人次。刘永生先
后被评为“中国好人”“陕西省优秀乡
村医生”“三秦最美医生”等，荣获“陕
西省第四届道德模范”“陕西省优秀共
产党员”“白求恩精神奖”“三秦楷模”
等荣誉。

不为良相 甘为良医

“做好群众健康守门人，尽心尽力
尽责！”这是刘永生的座右铭。

“在我两岁时左腿骨折，为了给我
治病，母亲跑了3天，也没借上一分钱，
最后村里的老支书给了我母亲20块
钱，才治好了我的腿。母亲从小就教育
我，多学文化，长大做个好医生，让穷人

富人都要看得起病。乡亲们一点一滴
的帮助，都让我铭心刻骨，也让我懂得
了感恩和回报。”刘永生告诉记者。

上高二那年，刘永生被村里推荐到
港口医院劳动见习了35天。在医院
里，刘永生很快学习掌握了打针、急救
等基本知识。

“上世纪70年代，电影《红雨》在我
们村上放映，红雨16岁就被培养当赤
脚医生，走村入户，给老百姓看病，让我
很羡慕。红雨是我的榜样，将来我一定
要当一名人人夸的好医生。”那时候刘
永生就在心中暗暗下定了决心。

不为良相,甘为良医。1976年村上
医疗站缺人，村上就推荐刘永生当了一
名乡村赤脚医生。这年春季，当地麻疹
病流行，很多小孩发烧、出疹子。他用板
蓝根、鱼腥草、柴胡、金银花等熬成汤，给
娃娃们喝，救治了不少正在上学的学
生。1978年，求知若渴的刘永生到县医
院进修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对医疗知识
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返乡后在乡村医生
的岗位上一干就是43年，从未停歇。

党徽挂胸口 责任记心头

在1976年上高中的时候，刘永生
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7年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在党旗
前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就做好了随时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准备。“作为乡村
医生，做好群众健康守门人，守护群众
的健康是我的职责，这是我面对党旗宣
誓的初心，也是我选择当乡村医生的初
心。”一说起当年在党旗前庄严宣誓的
情景，刘永生依然心潮澎湃。

“在荣誉面前，不管荣誉有多高，未
来我都是一位普通的乡村医生；不管外
面的世界有多繁华，我都要保持我心中
的净土，一心为需要的患者服务；只要

群众笑开颜，我愿再干40年。”刘永生
说这是他的心里话。

杨家庄村民杨志学老人身患多种
疾病,在一次刘永生给老人换药时,老
人就把自己想“一走了之”的想法告诉
他，刘永生听后说:“叔,你记着,今天是
6月17日,从今天起，你的医药费我全
免，给你看病是医生的责任。从今天
起，我既是医生,也是你的儿子。现在，
儿子给父亲尽孝道,是应该的。”

行医43余载，刘永生免费救治的
贫困患者不计其数，他高尚的医德，精
湛的医术，受到远近乡邻的称赞。

选择做乡医 就是选择奉献

古人诗言志，而刘永生，却用日记
讲述着一位乡村医生的理想和追求，语
言朴实，掷地有声。在刘永生的诊所
里，有几十个他视若珍宝的日记本，这
里面珍藏着他从医43年来的心路历
程。只要一有空，刘永生就会拿起笔，
用心在这个小本子上诉说。

“我从高中开始写日记，43年写了
80多本。乡村医生那点事，如救人心
得、治病感悟、出诊经历、新治病方法
……我都记下来。”刘永生说。

“我只想把病人看好，让他们少受
点苦。”……“选择做一名乡医，就是选

择了奉献。患者的笑容，是我一生的追
求。我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病人。”这是刘永生2015年10月日记
里的一段话。

“我也是人，我有时候也很艰难，乡
村医生收入不高，有一段时间老伴特别
不支持我……在夜深人静时我也需要
为自己鼓掌，写日记是我为自己加油的
一种方式。”刘永生说。

2016年6月6日，刘永生在日记中
写道：“……我将用我的医术，尽职尽责，
尽心尽力，全心全意服务好每一位患
者。”好多人担心刘永生会离开卫生室，
但他说：“不求别人理解，但愿我内心无
愧。我放不下我的病人，必须坚持留在
乡村，哪怕说我是‘傻子’，我都愿意，给
乡亲们看病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

本报记者 阮班慧

女孩摔成重伤
父亲盼目击者还原真相

昨天下午1点30分，在陕西
省第四医院普外科住院部，记者
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小谢。正
在输液的她脸色苍白，整个人显
得非常虚弱。经过护士许可，小
谢的家人尝试与她沟通，她虽能
说话，却想不起来当时到底发生
了什么。

老谢告诉记者：“早上交警
灞桥大队的李警官来看望我丫
头了，当时孩子还在昏迷。医生
刚才看过了，其他伤都不要紧，
就是颅内现在有出血，目前在保
守治疗，医生说需要一周的观察
期，这一点让我十分担心。”

令老谢感到十分气愤的是，
摩的司机跑了：“我去接120走岔
了路，女儿已经被好心的哥齐师
傅送去医院了。我当时慌了神，

着急去医院，现场一个年轻女子
正在和摩的司机说话，我上前询
问时，她给我说她是媒体记者，
我看她没问完话，就拜托她帮我
看着摩的司机，不要让他走。匆
忙间只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就
赶紧去医院了。谁料想等我回
来时，女子和摩的司机都不见
了。”

还有一个细节，也让老谢很
是无奈：“我到现场的时候，听说
丫头是为了 3块钱车费和摩的
司机闹得不愉快。我想着就算
真的多要3块钱，丫头也会默默
吃下这亏，把钱给了。现在交警
介入，所以特别盼望目击者能还
原真相。”

摩的司机玩“消失”
交警提醒市民拒乘黑摩的

其实，坐摩的受伤的案例，
本报此前多有报道。2018年12

月7日9点50分，女孩小曹去舅
舅家，为了方便，就直接坐上了
刘欢迎（化名）的两轮电动摩托
车。在经过凤城十二路和明光
路十字时，小曹从电动车上被甩
了下来。后经CT诊断，小曹颅
脑受损，急需开颅手术。刘欢迎
则趁护士不注意跑了。案发64
小时后，警方将其抓捕归案并刑
事拘留。

近年来，西安交警部门一直
在大力整治黑摩的，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黑摩的在地铁口等处扎
堆运营的情况仍未禁绝。

交警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车
只能搭载12岁以下未成年人，摩
的司机从不遵守交规，常常横

穿、逆行、超速、闯红灯。而且，
不论是两轮还是三轮摩的，都无
车牌、无驾照、无保险，一旦出了
事故，摩的司机大多第一时间选
择逃逸，即便被抓住，其往往也
没有民事赔偿能力。因此，为了
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请市民一定拒绝乘
坐黑摩的。

昨天下午，记者从交警灞桥
大队了解到，目前交警部门已介
入调查。但由于是事发后伤者
被送往医院后才报的警，因此现
在还不能确定是否属于交通
事故。

文/图首席记者李佳
记者张苏娜实习生丁彧莘

本报讯（通讯员王孟飞记者阮班慧）
鄠邑区一名中年女子在操作压面机时
不慎将右手臂卷入了压面机内，情况危
急，被消防员救出后紧急送至医院抢
救。经过专家4个多小时的救治，最终
为其保住右臂，出院后她的手臂大部分
功能均能恢复。

13日一早，记者在西安市红会医
院手外科一病区见到了术后的邢女
士。“当时想着这么重的伤肯定要截
肢，幸亏医生技术高救治及时，才保住
了我这只胳膊。”回忆起事发当日的一
幕，邢女士至今心有余悸。8月8日上
午，邢女士在家中使用压面机压面时，
右前臂不慎被卷入机器内动弹不
得。邻居立即拨打119请求帮助。很
快消防员赶到现场对压面机进行破
拆。此时邢女士的右前臂已经断掉，
仅有一点皮连着，伤势非常严重。大
家急忙将邢女士送至西安市红会医院
进行救治。

“患者被送来时生命垂危，失血性
休克，右前臂不全断离。如果不及时手
术，不仅面临截肢，生命都有危险。”采
访中手外科一病区主任魏登科介绍
道。时间就是生命，专家们立即为邢女
士实施抢救并进行断肢再植手术。细
如发丝的血管和神经，都需要在高倍显
微镜下，一根一根地进行重接，整个再
植手术非常复杂。经过4个多小时的
血管、神经、肌腱吻合、骨折固定、皮肤
修复，最终断臂被重新接上。魏登科表
示，所幸患者送医及时最终保住了右前
臂，术后经过康复训练，手臂可以恢复
大部分功能，日常生活有了保证。

女孩乘摩的摔伤司机不见了
家人急寻目击者还原真相

压面机“咬住”手臂
女子面临截肢
医生高倍显微镜下为其断肢再植

老家在旬阳的老谢，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平时他和妻子在西
安东郊高楼村附近一处建筑工地上干活。最近15岁的儿子放暑
假来西安玩，于是老谢叫了在宝鸡打工的大女儿小谢也来西安。

从宝鸡坐高铁，出了长乐坡地铁站，小谢坐上了一辆三轮摩
的。眼看就要到高楼村了，小谢却出了意外，颅脑损伤口鼻出血，
被120紧急送往医院。可等老谢再回到现场，摩的司机已不见踪
影。昨天上午，老谢给本报打来求助电话，想要寻找目击者，也希
望摩的司机能主动站出来。

妹妹在病房照顾小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