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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任，
党的十九大代表。 贾立群是
我国儿童超声领域拓荒者，
家长心中的 “B超神探 ” ，
从事B超检查40余年， 练就
“火眼金睛”， 共接诊患儿30
多万名， 确诊7万多例疑难
病例， 挽救2000多个急重症
患儿的生命 。 他承诺做到
“24小时服务、 随叫随到”，
还把白大褂兜口缝死拒收一
切红包， 是医疗战线上爱岗
敬业 、 医术精湛 、 医德高
尚、 清正廉洁的优秀代表。

医术精湛的“B超神探”
自1977 年进入北京儿童医

院工作以来， 贾立群通过在自己
身上反复试验，在回声高低、液体
清浊、血流性质和流速、脏器大小
和形态中， 摸索出儿童超声图像
的特点规律， 成为我国儿童超声
领域的拓荒者。

在北京儿童医院， 很多家长
千里迢迢带孩子来专门点名做
“贾立群牌B超”。 有的家长不认
识贾立群，就指着B超机问：“这是
‘贾立群牌’吗？ ”贾立群总是笑着
解释：“这台机器加上我就可以叫
‘贾立群牌B超’了。 ”好口碑，源
于贾立群炉火纯青的B超诊断技
术。 2008年2月，贾立群连续检查
出几十例 “肾结石” 患儿， 他和
临床医生敏锐地发现这些孩子均
有三鹿奶粉喂养史 ， 遂报告上
级。 同年9月， “三鹿奶粉事件”
曝光。 贾立群凭借对这类患儿超
声检查经验，在短短3小时内制定
出了“毒奶粉肾结石”的全国诊断
“金标准”。

疑难杂症难逃“火眼金睛”
贾立群曾接诊一个重度肝肿

大患儿，患儿只有2个月大，肝上
布满小结节。外院的检查结果是：
良性肝脏血管瘤， 但经过治疗就
是不见好。 贾立群觉得孩子的病
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良性肝脏血
管瘤，另一个是恶性肿瘤肝转移。
要命的是，这两种病在B超图像上
的表现几乎没有区别， 唯一不同
点，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
一个原发瘤———也就是元凶。

贾立群拿着探头一遍遍地在
患儿腹部划过，终于，在无数小结
节中， 发现一个黄豆大小的小结
节，在孩子哭闹时不随肝脏移动。
他意识到，这就是元凶：左侧肾上
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最后的
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了他的诊
断， 这是一种恶性但可以治愈的

肿瘤，及时的治疗，挽救了孩子的
性命。可没过多久，孩子父母抱来
了患儿的孪生妹妹， 两个孩子病
情一模一样， 贾立群怎么也找不
着这孩子的原发瘤。一连几天，贾
立群把自己埋在文献堆里， 终于
找到了答案： 这个肾上腺的小肿
瘤不但本身肝转移， 还通过胎盘
转移到另一个胎儿肝脏。 换句话
说，小姐妹俩得的是一个病，只是
元凶不在妹妹身上， 而在姐姐身
上。这种病情在中国仅此一例，世
界上也非常罕见。 孩子父母送来
锦旗：“火眼金睛缉病祸， 孪婴奇
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
精湛称楷模”。

廉洁从医的“缝兜大夫”
多年来，患儿家长为表谢意，

总想给贾立群红包， 他一次次谢
绝。 “塞红包”的事让他头疼，更让
他困扰的是拒绝红包的过程劳神
费时会耽误看病。有一次，一位家
长硬往他兜里塞钱， 推来挡去把

白大衣两个兜撕耷拉下来， 他索
性全撕了下来， 并想到一个好主
意，没有兜不就没办法塞钱了？兜
全撕掉不好看， 他干脆把白大褂
兜口缝死。 再塞钱的家长发现怎
么也塞不进去， 贾立群笑着说：
“兜缝着呢！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
病上吧！ ”从此，“缝兜大夫”的绰
号便在家长间传开了。

衣兜被缝死了， 还是有家长
想出各种花样感谢他。 有把红包
夹在报纸、杂志里的，有趁他洗手
时硬别在他裤腰带上的， 还有给
他手机卡充值的……然而， 他每
次都能巧妙地“完璧归赵”。

24小时随叫随到
贾立群一家一直“蜗居”在与

北京儿童医院一墙之隔的一套40
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里。 有人问
他为什么不换房,他说:“我怕住远
了,出急诊赶不回来。 ”不仅住得
近， 贾立群下班后的生活半径也
局限在医院周边5公里范围内，上

下班界限十分模糊。 他向医院承
诺， 只要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
到。 他最多时一天夜里被叫起来
19次， 每次都是刚躺下电话就响
了，赶紧穿上衣服往医院跑。

为了少让患儿因为B超检查
挨饿， 他就挤出吃午饭的时间连
续工作， 时间久了， 养成了不吃
午饭的习惯 ， 至今已有二十多
年。 由于长期作息不规律， 一些
疾病逐渐找上门来。 有一次， 他
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 但看到诊
室外挤满了远道而来的病人， 他
就用一只手捂着肚子， 另一只手
拿探头为孩子做检查， 直到晚上
诊断完所有病人才到医院就诊。
医生给他做了急诊手术后， 毫不
客气地说： “亏得自己还是医生
呢！ 来这么晚， 阑尾都穿孔坏疽
了， 太危险了！” 他回答： “看
到孩子们期盼的眼神， 我于心不
忍啊！”

贾立群不忘记初心， 牢记使
命，始终如一地为患儿服好务，把

一生的精力奉献给所热爱的儿科
医学事业。多年来，他曾荣获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先
进工作者、 第四届全国敬业奉献
模范、全国医德标兵、全国医药卫
生系统先进个人、 全国医药卫生
系统创先争优活动先进个人、白
求恩奖章、白求恩式好医生、中国
好医生、中国医师奖、第四届首都
道德模范、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群众
心目中的好党员、身边雷锋·最美
北京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勤廉
之星、金牌好医生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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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用“绣花”功夫推动街道精细化治理

贾立群：儿童超声领域拓荒者奋奋斗斗者者美美美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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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工委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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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地处国
家政治核心区和首都功能核心
区 ， 是党中央 、 全国人大常委
会、 国务院的办公所在地， 有西
单商业区、 国家大剧院等著名景
区和文化阵地。

西长安街街道工委书记陈振
海表示， 由于位置特殊， 他们始
终绷紧 “长安街无小事、 事事关
政治 ” 这根弦 。 在全国两会 、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等时间节
点和重大活动中， 人们总能在这
里看到为保障任务服务的 “红马
甲” ———治安志愿者 。 据统计 ，
西长安街街道全年重点日安全保
障110余天， 出动治安志愿者2.4
万余人次。

城市建设 ， 需要呵护 “面
子 ”， 更需要织好 “里子 ”， 于
是， 西长安街街道铆足了劲头，
用 “绣花” 功夫推动街道的精细
化治理， 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和
群众检验的精品区域。

西长安街街道的和平门小区
是2004年建成的回迁小区， 距天

安门仅1.5公里 。 别看建成年头
不长， 但历史遗留问题不少： 人
口密度大、 绿化少、 车位严重不
足， 部分楼至今仍使用临时电。
此外， 小区内的违建问题也比较
突出， 圈占绿地现象严重。 不少
居民对小区环境都有意见。

陈振海介绍， 去年， 他们将
街区整理列为工作重点， 全面启
动 了 和 平 门 小 区 整 治 改 造 工
程 。 街道在拆除违建 、 修整绿
化的同时， 还聘请了专业设计团
队为和平门小区量身打造了 “新
中式” 风格的设计方案， 区分出
了健身运动区、 中心花园、 安静
休闲区等。

社区环境好了， 居民的幸福
感自然倍升。 自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西长安街街
道已拆除违建面积33050.81平方
米， 实现整治占压燃气管线违建
等17项事项清零， 有效提升地区
环境品质和发展品质。

与此同时， 西长安街街道也
一直在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新路径。 在街道层面， 加强党
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建设， 强化驻
区单位、 民主党派、 居民群众等
各方力量的社会责任， 推动多元
参与社会治理。 在社区层面， 深
化 “民生工程 、 民意立项 ” 机
制， 推动 “小哨长吹” 机制优势
转化为治理优势。

停车难， 是困扰很多小区居

民的问题， 尤其是居住在西长安
街街道这一特殊区域的居民 。
“社区能够提供车位600多个， 实
际登记车辆1298辆， 找车位成了
困扰我好几年的心病。” 说起停
车问题， 家住和平门社区的马先
生有一肚子 “苦水”。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西长安
街街道通过 “大数据” 中心， 搜

寻闲置空地， 地方找到后， 立马
吹响 “组合哨 ”。 第一声哨响 ，
吹来了产权企业， 区属国企最终
支援了土地使用权 ； 第二声哨
响， 吹来的是区规土委、 区市政
管委， 他们对土地资质和审批给
予了大力支持； 第三声哨响， 请
来了市属国企， 解决了立项投资
建设经费； 第四声哨响， 吹来了
区园林局， 支持拉走渣土， 平整
了土地。

最终， 在街道工委统筹协调
各方资源下， 和平门社区从牙缝
里 “挤出” 325个停车位。 而通
过吹响 “组合哨”， 西长安街街
道已经累计新增车位1731个， 极
大缓解了地区的停车难题。

“我们要把责任担当转化为
胸有家国情怀、 心系红墙万家
的 思 想 自 觉 ， 把 首 善 标 准 转
化 为 全 面 推 行 精 细 治 理 、 用
心用情为民服务的行动自觉 ，
在 工 作 中 奋 发 有 为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赢 得 社 会 、 百 姓 的 认
可 。” 陈振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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