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1日下午， 记者在中日友
好医院国际部门诊见到了张晓艳，
当时她正在问诊中。在近两个小时
的等待中， 记者看到张晓艳始终坐
在椅子上，面带微笑，耐心地接待一
位又一位患者，不厌其烦、细致周到
地叮嘱患者各种注意事项……尽管
水杯就放在手边， 但是她始终没有
端起。与其说没有喝水的时间，更应
该说是没有心思喝水， 因为她的大
脑一直在高速运转， 它要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给出正确的结论，帮助
患者解决问题。

这次采访让记者看到了 “医者
仁心”四个字的真正含义。医生的忙
碌程度让人难以想象， 拿张晓艳来
说，除了六七个小时的睡觉时间，剩
下的都是工作。出门诊、值夜班、看
病理 、做手术 、会诊 、讲课 、带学生
……除了忙碌的日常工作，医生们
还挤出难得的业余时间下基层做医
疗援助，真为他们点赞。也正是因为
这样每次的义诊活动， 张晓艳都很
担心医生们的身体。其中有一次，一

位专家半天接了150多个号，张晓艳
发现之后， 立即协调让当地医生分
流部分患者， 及时制止专家过度劳
累。“患者过多一是难以保证质量，
二是专家身体健康也难以保证，只
有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患者， 这些专家也是我们
应该保护的财富。”张晓艳说。

有的人或许会说， 志愿活动每
到一个地方也就几天的时间， 能管
什么用呢？张晓艳却不以为然。在她
看来， 他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是
奉献爱心，传播健康防病常识，同时
多学科专家团队的答疑解惑会诊，
重要的是与基层医生互动交流，更
有助于基层医疗水平的提高， 可以
帮到更多患者！ 他们每给一位患者
解答了疑问， 帮患者解除病痛的同
时， 也是传播了健康防病的医学理
念。 此外， 每一位患者也是一粒火
种，会向身边更多的人传播知识。对
志愿团专家来说， 这是活动的价值
意义所在，对患者来说，家门口得到
大医生诊治这已经是非常受益了。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张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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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文 彭程/摄

“最近不要化妆了， 简单的抹一些
温和的护肤品， 让皮肤好好休息一下，
多喝水，适量运动，促进新陈代谢……”
张晓艳对一位刚刚接受过治疗的患者
细心叮嘱道。和蔼地话语一下子让患者
紧张的心情放轻松了，脸上也露出了微
笑。看着患者高兴的走出门诊，张晓艳
笑着说：“患者的痛苦解决了， 他很高
兴，我也很高兴。”

张晓艳是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的
一位主任医师。从医多年，张晓艳不记得自
己为多少患者解决了病痛，但是她对患
者的爱心却始终没有减少。 正是怀揣着这
份爱心，她在2015年3月5日倡议成立了
“全国社区医疗服务志愿团”。如今志愿
团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服务基
层次数最多的全国性医疗公益团队。

让患者少跑路 我们就要
动起来

“工作中，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从外
地赶来看病的患者。他们对我说，‘主任
您知道吗，能够挂上北京大医生的号多
么不容易啊。’当我到基层，给基层医生
讲课的时候，就算讲到晚上十一点半，仍然
是座无虚席……这些场景经常出现在
我的脑海中，患者的眼神、基层医护人
员的现状，使我产生了一个愿望，到患者身
边去，到基层去，帮我们的病人一把，给
咱们的基层医生扶一把。” 在谈到建立
全国社区医疗服务志愿团时，张晓艳这
样说，温柔的话语中透着几分坚定。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愿望，还要
从张晓艳的日门诊量最高纪录说起。

189人， 这是张晓艳最高的日门诊
量。那是一个周末，原本两名医生一起
出诊，但同事病了。“患者都是好不容易
才挂上号的，而且有的患者还是从外地
专门来北京看病的， 不看怎么能行，所
以只能我一个人承担。” 说起当天的情
况，张晓艳无奈地笑道。8个助手，4台机
器，外加张晓艳快速运转的大脑……

这一天可以说是张晓艳最累的一
天， 尽管累， 但是在她看来却很值得，
“因为看完了所有前来等候就诊的患
者。”在累的同时，也让张晓艳思考：为
什么这么多人？为什么好多外地人要大
老远地跑到北京看病。

一手拿着全国地图，一手拿着全国

医疗资源分布情况，张晓艳分析出了结
论，一方面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北京
大医院多；另一方面，老百姓的健康意
识提高了， 防病治病的要求也提高了。
面对医疗现状，张晓艳想到送医下乡是
个好办法，“不妨组织专家联合起来，流
动到基层去。”

于是，2015年学雷锋纪念日这天，
张晓艳在中华志愿者协会的沙龙上说
出了组建“医疗服务志愿团”的想法。

随后， 张晓艳就组织了义诊活动，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社区医疗服务志愿
团”工作会议。让张晓艳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倡议得到了同仁的大力支持，各大
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都有加入，志愿团
队很快就壮大起来了。

组织精兵强将到患者身
边去

“2015年4月14至15日，我们第一次
志愿服务活动去的是河北隆化，不到一
个月又去了山西武乡县。”2015年5月9
日至11日，张晓艳在革命老区组织了义
诊活动，有十几名医生参加。“当地的百
姓， 一听是来自北京的专家来义诊，都
很踊跃。医生们也很有干劲，一下车便
立刻就进入了工作状态，为患者进行义
诊和健康咨询。”

然而，当医生们完成工作回宾馆准
备用晚餐时，却意外的发现还有患者直
接找到了宾馆。于是专家们又投入到工
作中，热情地接待了每一名患者，直到
看完所有患者之后，才草草地用了晚饭
……这些意料之外的事，张晓艳看在眼
里，内心既感动，又心疼，还充满了愧疚。

事后，张晓艳自掏腰包给大家买了
一些大枣和陈醋，以示谢意。“医生们这
么辛苦，却没有一句抱怨，我真的很感
动，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谢意。”

两次义诊， 除了带给张晓艳感动
外，还让张晓艳更加坚定了信心。“这两
次活动让我看到了活动的意义，看到了
百姓的需要，我觉得我们干了一件力所
能及的益于百姓的好事。”

迈出了第一步，志愿服务队正式踏
上了播撒爱心的旅途。

2017年7月22日， 西藏林芝出现了
张晓艳与志愿团专家的身影。他们在这
里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医疗援助。这是志

愿团队到过的海拔最高的地方，也是最
为艰苦的一次活动。

医生们先从北京坐飞机到成都，再
从成都转机到林芝。到达林芝后，还要
乘坐四五个小时的大巴到达波密县，去
县里的村庄还要再坐一两个小时的汽
车。途中海拔最高处达4700多米，工作
环境海拔近3000米……用张晓艳的话
来说就是“一路颠簸”。

“其实我们去之前做了很多准备，
医生要选身体素质好的、 医术精湛的。
虽然到了当地还是出了一些小插曲，但
总的说来还是很顺利。”张晓艳介绍道。
专家们与藏民同吃同住。因不适应当地
的生活环境， 有的医生还被蚊虫叮咬、
出现过敏等满身起红疹、肿胀，奇痒难
忍，但医生们都坚持着，生怕耽误了第
二天义诊……

志愿活动遍布贫困地区
虽然与当地群众语言不通，但是七

天七夜的诊治，还学会了“鼓肚子”、“翻
身”等简单的藏语，让他们成了藏区人
们的最好朋友。“那次我们收获最多的
就是藏区人们的微笑，很纯净、朴实的
微笑。”张晓艳说。

今年是 “全国社区医疗服务志愿
团”成立的第四个年头。在张晓艳的带
领下，志愿团的专家们先后奔赴河北固
安、陕西省安康白河县、福建三明将乐
县、江西赣州寻乌县、河南林州等多个

贫困山区、 革命老区开展各种医疗援
助。支持着张晓艳一路走下来的，除了
来自患者的感谢外，还有来自志愿团里
的感人小故事。有的医生报名了因为工
作忙不能随团走，处理完医院的病人就
自己买票连夜赶过去；有的医生因为当
时走不开，宁可自己开车赶过去也不愿
耽误义诊活动； 有的出发时突然身体
不适， 却带病坚持不掉队； 有的专家
出国回来顾不上倒时差加班加点为患
者诊治、 做完手术， 周末赶来参加援
助； 有时专家们下班了，刚换完工作服
准备休息一下， 却发现又来了一批患
者，专家们二话不说，重新穿上白大褂
继续工作…… “有一群这么可爱的团
队，我也不能掉队啊。”张晓艳语重心长
地说。

目前，全国社区医疗服务志愿团与
一部分县医院开展了常态化支援。三年
多来，他们行程数十万公里，为超万名
患者做义诊咨询和健康指导，为县市医
院、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的5000多名医护
人员开展疑难杂症会诊、诊疗培训等帮
扶活动， 把最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基
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见到来自北
京的大医生。“如今我们的队伍越来越
大了，可以做的还有很多事。今后我们
要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利用好互联网
这个工具， 实现远程会诊和远程培训，
更好的与基层医生互动交流。” 说起对
未来的希望，张晓艳充满了信心。

医路同行 让爱心“动”起来

记者手记： 点燃火种 自然就会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