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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为患者开价格昂贵的
药品 ， 不让病人多花一分冤枉
钱； 他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疗
患者两万多人， 成功开展肢体骨
折 手 术 、 髋 膝 关 节 置 换 及 腰
推 手 术2000多台 。 他十八年如
一日， 坚守在救死扶伤的一线，
践行着 “医者仁心”。 他就是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骨
二科主任医师杨大伟。 今年3月，
他当选为第五批全国岗位学雷锋
标兵。

患者眼中随叫随到
的“家人”

杨大伟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
一名医生。 1977年， 他出生在东
北一个偏远农村， 他的叔叔是村
里的赤脚医生。 因为耳濡目染，
年幼的他对治病救人、 祛除病痛
有着强烈的向往。 长大后， 杨大
伟终于圆了儿时的梦想， 成为了
一名医生。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
能力， 他虚心向身边的老前辈、
老专家请教学习， 希望尽力为患
者减轻病痛的折磨。

“有时治愈， 常常帮助， 总
是安慰， 让每位患者内心平静舒
服 。” 这是杨大伟的人生信条 。
十八年的工作中， 他也将这句话
谨记在心。 他常说， 每当病人称
呼他 “杨医生” 时， 他都觉着这
个称呼是那么地珍贵。 “因为这
个称呼中体现着病人对你的信任
和认可。” 杨大伟说道。

在行医的日子中， 杨大伟信
守行医准则， 从不为患者开价格
昂贵的药品， 也不让病人多花一
分冤枉钱。 因为他明白： 作为一
名医生， 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就是
救死扶伤。 多年来， 杨大伟采用
中西医结合方法诊疗患者2万人
次， 开展肢体骨折手术、 髋膝关
节置换及腰椎手术2000余台。

杨大伟全年无公休， 十余年
如一日地奋战在救死扶伤的第一
线， 收到患者锦旗30余面， 被患
者称为随叫随到的 “家人”。

作为一名骨科医生， 临时加
班的情况很多。 他经常一天连续
工作10个小时以上， 每天早出晚
归。 有时一天手术太多， 他就会
在医生休息室过夜。 但是在行医
过 程 中 ， 他 都 会 认 真 对 待 每
位 患 者 ， “即使自己再累 ， 也
要竭尽全力为患者提供最好、 最
及时的治疗。”

一次， 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做了一天手术的杨大伟准备下
班。 这时， 他的电话响了。 电话
那头是急诊室， 通知他一位患者
股骨开放性骨折。 看到患者面色
苍白、 两只眼睛紧紧地闭着， 大
腿上的纱布也已经被血浸透， 杨
大伟顾不上身体的疲劳， 迅速跑

到急救室， 投入到抢救中。 他将
患者的伤口重新进行了处理、 清
洗。 经过4个多小时的手术治疗，
患者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当该患
者被送进住院病房时， 已是午夜
时分。

在患者住院的一个多月时间
里， 杨大伟每天查房， 根据其病
情的发展调整治疗方案。 经过精
心的治疗， 患者终于出院了。 杨
大伟仍不忘细心叮嘱其注意事
项。 面对这样敬业的医生， 患者
感动地流出了泪水， 并向他深深
地鞠了一躬。

杨大伟忙碌的工作状态， 同
事 们 都 看 在 眼 中 。 也 有 人 会
这 么 问他 ： 大伟 ， 你什么时候
感觉到最幸福 ？ 对此 ， 他回答
说： “每次为患者手术减轻了痛
苦， 看着病人康复出院时， 我最
幸福！”

坚守医生职责 拒收
病人红包

在杨大伟的心中有一个医生
的道德底线， 他从不接受病人吃
请、 拒绝病人的红包和礼品。 一
次手术时， 一位患者的家属找到
杨大伟， 偷偷塞给他一个红包。
因为当时马上要手术， 为消除患
者家人顾虑， 杨大伟并没有当面
回绝。 在手术后， 他用红包里的
现金为病人交了住院押金。 直到
患者痊愈出院时， 杨大伟才把红
包用途告诉患者。 “您是我见过
最亲切、 最友善的大夫。” 患者
出院时， 激动地对杨大伟说。

杨大伟不但从不接受病人的
“红包”， 他还想方设法帮病人节
省医药费。 “没有仁心， 就当不

了一名好医生， 更得不到患者的
信任。” 杨大伟这么总结道。

在杨大伟的心里， 患者的事
情就是天大的事情。 他把大部分
时间放在医院、 留给病人， 留给
自己亲人的时间却很少。 他的母
亲在老家长春做手术时， 他来不
及赶回去看望。 他的父亲因肾部
肿瘤住院，就要准备手术时，当天
恰好杨大伟在医院要为一名患者
手术。 此时，他选择了患者，而父
亲的手术只能由自己妻子去陪
同。 2014年，爱人分娩当天， 他又
一次在手术台上为病人做手术，
没能陪伴在爱人身边。 孩子生病
了， 他也在为患者治病。

杨大伟一心扑在治疗患者的
工作中， 便选择住在医院附近。
爱人和岳父、 岳母带着两个年幼
的孩子却住在100公里外的怀柔。
每半个月， 他才有时间回家见看
看家人。 对此， 他并不后悔， 他
说 ： “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
业， 我就无怨无悔。 我的家人虽
然少了和我聚在一起的时间， 但
是患者却得到更多医治的时间。”

杨大伟十几年如一日践行
“医者仁心”， 在他的心里时刻装
着的是病人。 他精湛的医术、 高
尚的医德也得到同行的赞誉和患
者的称赞。 多年来， 他多次被医
院评为优秀医务工作者、 “大兴
区道德模范 ” 、 “大兴榜样 ” 、
“北京榜样”、 第五批全国岗位学
雷锋标兵……

面对这些荣誉， 杨大伟很谦
虚， 他说： “我感到非常荣幸但
也非常惭愧， 因为我就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 这个奖项
更应该颁给所有奋斗在一线的
‘医药人’。” 他表示， 会将学雷
锋的精神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的人，
也会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 践行
“医者仁心”。

———记石景山区水泥厂小学教师刘海燕 □本报记者 任洁

用传统经典挽救“奇葩荟萃”班

管理纪律极差、 学生状况不
断的班级， 大概是每个班主任都
不愿面对的噩梦， 石景山区水泥
厂小学教师刘海燕就碰到过这样
“奇葩荟萃” 的班级， 但她咬牙
接下了这个令人头疼的任务。

用 “奇葩荟萃” 来形容一个
班级并不算夸张， 因为这个班在
全校纪律最差， 状况多多： 小A
破坏力极强， 会把身边暖气管上
的白漆用小刀刮掉 ， 用笔划讲
台 ， 弄坏花盆 ， 脾气上来会把
笔、 尺子弄成几段； 小B偷拿别
人的东西， 还从不承认； 小C总
爱欺负同学， 看谁不顺眼就给上
几脚； 小D撒谎成为习惯 ； 小E
跟老师顶嘴属于家常便饭； 小F
从不完成作业 ， 可是班里一有
事， 他就在旁边煽风点火……

前任班主任无奈地告诉刘海
燕： “班里没有一天能安生一会
儿， 课间老师都不能离开教室，
前脚刚进办公室， 后脚就有学生

来告状 。 他们从不会为别人考
虑， 面对老师的批评不为所动。”

听了同事的介绍， 她起初跟
着皱眉， 但在细细琢磨后， 她突
然想到， 这些孩子的心灵就像一
块贫瘠的土地 ， 分不清是非对
错。 既然不觉得自己有错， 又怎
能接受批评呢？ “如果我每天都
像救火队员一样去灭火， 那将是

多么痛苦的事情！” 她决定不能
就事论事处理状况 ， 要另辟蹊
径， 采取更有效的治根的方法。

那个时候， 她正好开始接触
《弟子规》， 也了解到一些学校利
用 《弟子规》 改变问题学生的案
例， 决定引入经典来调教这些调
皮学生。 于是， 她带领学生开始
了 《弟子规》 的学习。

转化思想刚开始并不如想象
中那么顺利。 学生把 《弟子规》
读完了， 意思也算理解了， 还能
背全文了， 可是行为上没有什么
改变。 问题出在哪里？ 在接受一
次培训时， 听到一位专家的观点
“什么叫读过书？ 只读不做不叫
真正读过书”， 百思不得其解的
她一下子醍醐灌顶 ： 原来 ， 学
《弟子规》 是要实践的， 不是读
了就完成任务。

找到症结所在的她开始引导
孩子们从 “孝 ” 做起 。 她举办
《百善孝为先》 主题班会， 精心
设计每个环节。 当学生谈到自己
父母如何辛苦付出时， 一下子就
哽咽了；当唱响《跪羊图》时，很多
学生流泪了……经典文字和现实
融汇成一处，不再停留在书本上，
孩子们好像突然明白过来， 眼神
里的迷茫冷漠消散了不少。

趁热打铁 ， 她继续提出要
求， 让学生按照 《弟子规》 去为
人处世， 家长也要参与进来， 对
孩子的行为进行评价。 逐渐地，
学生们知道了怎样做才是真正地

孝敬父母。 “身有伤，贻亲忧，德有
伤，贻亲羞”，那些不良的行为习
惯就是最大的不孝。 认识到这一
点，学生们开始有了改变。 之后，
她又加入 《孟子四端》 《论语经
典100句》 等内容的学习， 用经
典浸润学生的心灵。

学生们终于开始有了些许进
步， 奇葩行为少了， 遵守纪律的
多了， 但是和正常的班级还有差
距。 对此， 刘海燕心里有数， 她
说， 教育从来不能一蹴而就， 经
典的力量不是万能的， 不是老师
今天让学生读了， 明天他就有脱
胎换骨的变化。

她坚信， 只要播下正直、 善
良的种子， 种子就会在适当的时
候萌发， 充满他们的心灵。 她引
用了故事 《庄稼与杂草》 的一句
话 ： 要想铲除旷野里的杂草 ，
最 好的方法就是让庄稼长势良
好 。 同样， 要想让灵魂无纷扰，
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美德去占据
它。 2017年， 她获得第30届北京
市中小学 “紫禁杯” 优秀班主任
称号。

□本报记者 盛丽

他是患者随叫随到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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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杨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