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 汉族， 1925年12月出生， 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 北京人， 曾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名誉院长、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创建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北京天
坛医院， 使之成为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基地； 撰写了我国第一部 《脑血管造影术》 专著， 组织神经流
行病学调查工作； 率先在国内开展显微神经外科手术， 攻克了神经外科手术的一些世界性医学难题，
提出四大神经外科理论； 带领团队研制出国产导管、 球囊栓塞等动脉瘤栓塞材料， 填补我国空白。 先
后发表学术论文290余篇， 出版专著20余部； 荣获66项科研成果奖。 2008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曾获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 “最高荣誉奖章”。

王忠诚

“最美奋斗
者”投票二
维码

天坛医院新院忠诚楼一层大
厅， 一座雕像激励着这里的所有
医务工作者———开拓创新、 团结
协作、 严谨求实、 艰苦奋斗、 病
人第一。 他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
拓者和创始人之一， 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
士， 天坛医院名誉院长， 北京市
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

“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
发展神经外科事业， 为患者多做
一点事情。 ”生前，这位中国医学
泰斗，用生命践行着人生诺言。

勇于探索大脑未知
的领域

大脑是人体中最脆弱的地
方 。 探索大脑未知的领域 ， 勇
气 、 能力 、 创新 、 仁心缺一不
可。 这些， 王忠诚集于一身。

1985年， 17岁的患者赵拴柱
被送进医院。 他的脑部长了一个
直径约9厘米的巨大动脉瘤。 这
是当时有文献记载以来该部位发
现的最大动脉瘤。

赵拴柱上了王忠诚的手术
台。 手术刚开始， 病人的呼吸、
血压就都没了。 瘤体破裂！ 颅内
动脉瘤是埋在人脑中的 “不定时
炸弹”， 破裂出血就相当于引爆
这颗 “炸弹”。 按惯例， 遇到这
种情况时要放弃手术。 可王忠诚
果断决定： “立即开颅！”

颅骨打开， 鲜血喷涌而出，
常规方法无法止住这样的大出
血 。 王忠诚将两个手指伸进颅
脑， 凭着经验和手感， 准确探寻
到破裂处， 堵住了出血点。 5个
多小时后 ， 颅内动脉瘤被摘除
了， 病人慢慢恢复了呼吸， 血压
也逐步正常。 “我当时就想着，
只要有一丝机会， 也要试试看。”
王忠诚事后回忆。

成功治疗世界上最大的脑干
血管母细胞瘤， 成功治疗世界上
最大的枕大孔脑膜瘤， 一次成功
切除10个脑干和脊髓内多发血管
母细胞瘤……在医学 “吉尼斯纪
录大全” 里， 多项世界纪录仍由
王忠诚保持。

人的脑干充满了重要神经核
团， 在医学界一直被视为手术禁
区。 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

“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王忠诚
率先提出 “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
性”的观点，并经过十几年攻关，
总结出一套不同脑干肿瘤采取不
同手术入路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
一理论指导下， 从1980年至2008
年， 他和团队施行脑干肿瘤手术
1100余例，手术死亡率低于1.0%，
手术质量和数量居世界领先。

向“不治之症”脊髓
内肿瘤进军

王忠诚还向另一个 “不治之
症” ———脊髓内肿瘤进军。 1995
年， 江苏一位病人被送进医院。
病人脊髓内长了一个巨大肿瘤，
粗约2.5厘米 ， 长约22厘米 ， 侵
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 1.8米的小
伙子， 全身肌肉严重萎缩， 体重

还不足45公斤。
王忠诚从医多年来也从未见

过这种情况， 但他决定试一试。
手术那天， 他在手术台前整整奋
战了10个小时， 直到把大瘤子剥
离下来。 这是当时世界上成功切
除的最大一例脊髓内肿瘤， 病人
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

“任何时候都要为病人争取
生的希望， 首先要考虑病人的安
危！” 这是王忠诚从医几十年来
坚持的初心。

病人的生命比面子
更重要

颅内手术， 险象环生， 任何
冒险都可能毁英名于一旦。 1997
年6月， 王忠诚接诊了一名大面
积脑水肿、 生命垂危的患者。 由

于患者肾功能严重衰竭会引发其
他并发症， 随时可能死亡。

学生张俊廷有点担心， 他建
议自己来做手术。 王忠诚明白他
的心思， 对张俊廷说： “病人的
生命比我的面子更重要。” 结果，
手术获得成功， 病人转危为安。

王忠诚常告诫自己的学生：
“医生首先要有医德， 手术刀是
为患者服务的工具， 如果借手术
刀来为个人谋取私利， 那就不配
做医生。”

用生命践行着人生诺言

“国内首例” “世界首创”
的手术， 王忠诚成功地做了一例
又一例 。 然而这却是用牺牲自
我、 千锤百炼换来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初， 为了打

破西方封锁， 掌握先进的 “脑血
管造影” 技术， 王忠诚在缺少防
护的情况下， 无数次暴露在放射
线中做实验。

“当时他做一次脑血管穿刺
的X光验证， 所接受放射线的剂
量就相当于做胸透大夫几个月的
总和。” 王忠诚最早的弟子罗世
琪回忆说，“由于超大剂量反复接
触放射线， 他的白血球降到2000
多，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一辈子都
没有恢复。 ”脱发， 牙龈出血， 体
质大为减弱， 多次患肺炎， 有两
次险些丢掉性命……王忠诚却
说： “我知道危害性有多大， 但
是为了成功， 必须豁出去。”

王忠诚用 7年时间积累了
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 出版了
我国第一部 《脑血管造影术》 专
著。 这本里程碑式的专著， 使我
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了
30年。

王忠诚深知， 要保持中国神
经外科在世界上的领先位置， 光
靠一两个名家不行， 必须培养一
大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的接班
人， 他亲自培养了70余名研究生
和博士后。

从医60年来， 王忠诚成为世
界上唯一一位完成逾万例开颅手
术的医生； 成功治疗世界上最大
的脑干血管母细胞瘤； 一次次成
功完成脊髓内多发血管母细胞瘤
等类似 “国内首例 ” “世界首
创” 的手术； 发表学术论文290
余篇， 出版专著20余部， 荣获66
项科研成果奖， 其中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等国家级奖项8项。

2012年9月30日 ， 王忠诚院
士在北京逝世， 享年87岁。

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
命名委员会批准， 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将编号第18593号小行
星永久命名为 “王忠诚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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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李龙：医者仁心 为患儿带来希望

王忠诚：为患者多做一点事情奋奋斗斗者者美美美美美
最最

10年前， 4岁女孩童童突发
急症， 被诊断为胆管畸形。 因为
当地无法医治， 一家人就来到了
北京。 咨询过其他医院后， 家长
了解到童童的病可以治， 但手术
需要开腹。刀口从胸口到肚子，有
半尺长。 家长不忍心让孩子受那
么大的罪， 但孩子又危在旦夕。

最后， 家长在网上查到首都
儿科研究所的一位医生可以做腹
腔镜手术。 见过这位医生的第二
天， 童童就进行了手术。 5天后，
孩子顺利出院。刀口很小，肚子上
只有3个小孔。 如今，童童长得亭
亭玉立，还是学校的篮球运动员。
为她手术的医生， 就是李龙。

李龙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普通

（新生儿） 外科主任。 儿童的器
官小， 很脆弱， 一个普通手术的
创伤都能对他的身体造成致命的

打击。面对这样的困境，李龙率先
将腹腔镜技术应用于小儿外科，
并开展了一系列新技术。 目前已

覆盖儿外科80%以上病种， 大大
降低了手术给患儿带来的伤害。

李龙带领的首都儿科研究所
普通 （新生儿） 外科， 在国内较
早开展了微创手术治疗方法， 在
国际上率先开展经脐单切口腹腔
镜治疗， 是全国小儿微创外科治
疗中心和疑难危重患儿治疗中
心， 分为肝胆、 肛肠、 胃食管、
内镜、 新生儿、 急诊6个亚专业
治疗组， 腔镜治疗病种及数量都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近年来， 李
龙又对腹腔镜手术做了改进， 只
在肚脐处开一个孔， 达到了 “无
痕手术” 的效果。

李龙还将小儿腹腔镜微创技
术及时向全国进行了推广， 先后
组织举办了29届全国小儿腹腔镜
学习班， 来自26个省的2500多名
医生接受了培训， 彻底改变了我
国小儿消化道畸形的传统治疗模

式。 现在， 全世界范围内， 中国
医生开展腹腔镜的例数最多、 能
做这项手术的人最多、 平均手术
用时最短、 并发症最少。 这么多
“最”的取得，离不开李龙付出的
努力。 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小儿外
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当今，
小儿腔镜外科在我国发展为成熟
和常规采用技术， 成为主流， 该
技术被列入全国统编 《儿科系小
儿外科学》 本科与研究生教材。

李龙是大家公认的 “拼命三
郎”， 他一年的手术量达2000多
台。 最长的一次手术， 因为难度
大， 他连续站了15个小时。 承担
着这么大的压力， 李龙始终没有
退缩。 他说， 他喜欢孩子， 所以
面对孩子时他总是笑容满面、 言
语温和。 也正是他这颗父母般的
爱心， 推动着他迎战疑难， 激励
着他不断开拓创新。

李龙 （右一） 向医疗工作者推广小儿腹腔镜微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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