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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仁爱之心

核心
提示

在凌源市松岭子镇南洼村，今年80岁的杨
泽林在乡村行医四十余载。其子杨贺巡从小耳
濡目染，跟随父亲学习中草药知识，2005年取

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此子承父业，守护村民健康。50
多年来，小山村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父子的足迹和汗
水。如今，杨泽林变成了村民口中的“杨爷爷”，杨贺巡肩
扛药箱忙碌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在村民们心中，杨家
父子的作用不可替代，因为他们就是村民身边的“120”。

“ 儿 子 学 医 是 受 我
的影响，我经常嘱咐他，
如果愿意跟我干这行，
就得好好学，就得付出
辛苦。一天，我从外面
办 事 回 到 家 里 已 经 很
晚，看到儿子在沙发上
睡着了，药箱还在肩上
背着，让我这个做父亲
的很心疼。”杨泽林说。

“心疼也没办法，医
者就要有‘病人第一’的
仁爱之心。我过去行医
几十年，也都是这么过来
的。深夜去给人看病是
经常的事，有时赶上外面
哗哗地下着暴雨，也得冒
雨去给别人看病，因为人
命关天，生怕给人耽误
了。你想呀，假如病人病
得不那么厉害，人家也不
会深更半夜或者赶在天
气不好的时候给你打电
话。”杨泽林接着说。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如果把大部分精力都
用在工作上，那么，家庭的
负担势必就会落在妻子的
肩上。“我们家有地，还养
牛养猪，家里的活儿我干
得要比贺巡多一些，喂猪
喂牛，地里地外，贺巡很少
插手，有时我累急眼了会
和他发火，不过事后还是
会体谅他，我累只是身上
累一些，而他却累在心
里。”杨贺巡的妻子吕希英
说。提起公公婆婆两位老
人，吕希英说：“作为晚辈，
我们尽量不惹老人生气，
多年来，我和公公婆婆从
来都没红过脸，就连一点
儿小摩擦都没有。”

“过去，我父亲给人治
病的时候，总是能为别人
节省就为别人节省，看到
有的人家太穷了，就直接
给予免费治疗。平时，父
亲总是教导我们，医者不
仅要学习精湛的医术，更
应该秉承医者仁心的美
德，力所能及地帮助他
人。”杨贺巡说。

医者仁心，在当年那
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显得
弥足珍贵，而潜移默化
地，这个观念也如同血液
一般注入了杨贺巡的骨
髓之中。杨贺巡说，虽然
当时赤脚医生的收入微
薄，但是父亲积极、阳光
而温和的性格，让家里充
满了欢乐。他小时候最
喜欢的事就是晚上跟父
母、两个妹妹围坐在一
起，摆弄那些药材，小屋
子里充满了用药香调和
起来的温暖与和谐。

“听诊、把脉、打针，在乡村医
生岗位上我干了一辈子。我今年
80岁，眼神儿不好使了，腿脚也不
利落了，村民们有事都来找我儿
子杨贺巡。最近，我在整理医书，
想把这些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更
好地为乡亲们服务。”在凌源市松
岭子镇南洼村杨泽林家，杨泽林
一边整理医书一边对记者说。

“乡村医生工作辛苦，收入
也不高，但我心甘情愿。因为这
个职业让我的人生充满阳光，我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
人 ，让 乡 亲 们 有 病 能 及 时 医
治。”采访中，杨贺巡这样说。

行医五十载 父子俩成村民心中的“120”
盖首钟 本报记者 张 旭

上世纪60年代，地处偏远山区的南洼
村缺医少药，看病难问题一直困扰着村民
们。临近而立之年，杨泽林突然有了当一
名赤脚医生的想法。“那时的赤脚医生，指
的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
生，说得通俗些，就是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
医生。”杨泽林解释道。

刚开始学医时，杨泽林一方面是靠书
本，另一方面是跟别人偷艺。只要发现哪
个老中医给人看病，杨泽林就凑到跟前不
耻下问。当时松岭子镇有家医院，杨泽林
没事就往医院里跑，主动帮助医院干一些
力所能及的活儿。时间长了，医生们对杨
泽林逐渐有了了解，会把一些常见的病理
病因方面的知识讲给他听。通过自学和
他人指导，杨泽林很快成为一名赤脚医
生。后来，杨泽林又在辽宁中医学院
（2006 年更名为辽宁中医药大学）进修三
年，获得大专文凭，并获得了国家承认的
农村行医资质。

“那时村里没有水泥路，更没有摩托
车，村里村外、山上山下全靠步行。那个
时代的赤脚医生很穷也很苦，缺少药材就
自己上山去采，好在山里的常用药材种类
很多，什么刺五加、黄芪、柴胡、知母、防
风、赤芍、苍术、党参等应有尽有。”杨泽林
说。身背药箱，打针、送药、针灸、拔罐、开
方抓药，自从杨泽林行医那天起，就这样
一直忙碌着。

“过去吃不饱穿不暖，村民们更没钱
看病。那时你要是给他一片止痛片，村
民们都感激不尽。”杨泽林说。在给病人
治病的时候，杨泽林从来都是能为别人
节省就节省，有的人家太穷了，他就干脆
给予免费治疗。“反正是自己上山采的
药，不值几个钱，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
吧。”杨泽林说。

那些年，南洼村的村民有个头疼脑热
的，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找杨泽林大夫。因
村民居住得非常分散，村组之间绕山走，
所以几乎每一天，杨泽林都要骑着自行
车奔走在山间小路上。40 多年里，杨泽
林已记不清出诊多少次，更记不清给多
少人看过病，只要有人给他打电话，无论
春夏秋冬，无论白天黑夜，他马上提起药
箱就走，因为杨泽林心里清楚，患者的生
命高于一切。

上世纪60年代，杨泽林当
上一名赤脚医生

“贺巡学医是受我的影响，他
小时候就和我上山采药，长大后又
在朝阳市卫生学校学习 3 年，现在
也是一名乡村医生，如今村民们求
医问药都找贺巡，遇到特殊病例，
我们会在一起研究探讨。”杨泽林
说。杨贺巡从小耳濡目染，跟随父
亲学习中草药知识，2005 年，从朝
阳市卫校毕业后，他从父亲肩上接
过担子，扛起父亲留下的药箱，一
干就是十多年。

“乡村医生不像大城市医院里
的医生分工那么细，大夫、护士、家庭
保健医师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
所以，常用药、急用药、针头、输液器
都得在药箱里配备齐全。”杨贺巡翻
开随身携带的药箱给记者看，“最开
始，我用的药箱是父亲传给我的，那
个药箱不能用了之后，我自己买了几
个人造革的药箱都没用住，现在用的
这个是一名患者从网上给我买的，牛
皮做的，很结实。”

十多年来，杨贺巡的药箱换了
一个又一个，交通工具也由当年的
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无论风霜雨
雪，严寒酷暑，只要乡亲们的电话一
打来，杨贺巡就会立刻背起药箱，骑
上摩托车，翻山越岭来到急需救治
的村民身边。

行医是有风险的，在偏僻的农
村更是如此。2015年冬天的一场雪
后，杨贺巡接到求医电话赶到山梁
后的一户人家。生病的是这户人家
的女儿，20多岁，患重感冒，家里只
有老母亲陪着。杨贺巡按照规程把
药配好，正拿着针头准备扎针时，患
者突然昏了过去。患者母亲当场崩
溃，抓着杨贺巡的衣服歇斯底里地
怒吼和痛哭，房间里乱作一团。“快

叫救护车，我女儿有事跟你没完！”
老人哭喊着。杨贺巡回答说：“那根
本来不及，要是信我，我来救她，出
了事情，我负全责。”一阵心肺复苏
后，患者有了微弱的心跳，但还需要
强心针，杨贺巡骑上摩托车奔向诊
所取药。

雪地路滑，取药的路上，杨贺巡
险些跌入深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杨贺巡说：“我心里十分焦急，不知
道怎么骑的车，怎么到的诊所，脑海

中只有一个念头，马上拿到药救治
患者。”取到药后，杨贺巡返回老人
家中给患者注射了强心针。患者
的血压渐渐地恢复正常，醒来后她
说：“杨大夫，对不起啊，我刚才晕
针，吓坏你了吧？”此时的杨贺巡真
是哭笑不得。

十多年来，南洼村的每一寸土
地都留下了杨贺巡的足迹和汗水，
他的脑子里装着村民们的健康档
案，谁家的老人患什么疾病，常用什

么药，谁家的孩子有哪种症状，需要
跟踪诊治都记得一清二楚。多年
来，杨贺巡定期到几位身体状况不
好的患者家中免费检查，并根据不
同的病情、不同的季节，向他们提出
健康建议。每次出诊，杨贺巡总是
尽可能地多背上一些药品，顺道或
绕道送给村民。有时赶在感冒多发
期，杨贺巡一天就得诊治几十名患
者，从早忙到晚；有时为了看护病
人，一连两三天都回不了家。

从小耳濡目染，杨贺巡
子承父业成为乡村医生

南洼村水泉沟村民组的王福
堂，22 岁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而致
残，至今孤身一人。十几年来，杨贺
巡为王福堂每半个月体检一次，量
血压、测血糖，让这个患病多年的老
病号鼓起了生活的勇气。说起杨贺
巡，王福堂眼含热泪地说：“要是没
有杨大夫，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杨贺巡常年与患者打交道，村
里每户人家的家庭成员结构、经济
收入状况、文化程度、村民健康水平
等他都了如指掌。他心里装着村
民，村民们对他也特别信任，2016
年，杨贺巡被推选为南洼村村主任。

当上村主任后，杨贺巡要处理
全村1067口人的大事小情，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但杨贺巡还是和往常
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药箱不离
身，坚持为乡亲们看病，村民们称他
为“背着药箱的村主任”。

“平时，遇到急病的就先看病，
不是急病的，我忙完村里的工作再
去看病，村民们都很理解。”杨贺巡
说。在两项工作时间发生冲突时，

杨贺巡总是择重先行，两项工作都
不耽误。

如今，除了作为一名乡村医生
的责任，杨贺巡还肩负着乡村发展

的责任。他深知这个责任就是从对
一件件小事的处理、对每一位乡亲
无微不至的关爱中体现出来的。村
民中哪家出现了矛盾，哪家生活有
了困难，杨贺巡总是第一时间赶过
去解决。

几年前，一场大火烧毁了洼中村
民组张春林的家，这个坚强的汉子一
夜间头发花白了许多。在地方政府、
村委会和父老乡亲的扶持下，张春林
家盖起了新房。但张春林患有肺心
病，一家人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了
解到张春林家交不起合作医疗费用
后，杨贺巡为张春林家垫付了两口人
的参保费。张春林的女儿在凌源市
实验高中就读，在杨贺巡的主导下，
村委会与帮扶单位沟通，帮助她完成
了学业。

为村民看病，当好村民健康的
保护神；为村民服务，当好村民信赖
的负责人。这个“背着药箱的村主
任”，从未让村民们失望过。如今，
南洼村建起了一座座大棚，2018 年
落成一个大型养殖场。

他是“背着药箱的村
主任”，从未让村民失望过

杨泽林（右一）一家五口在一起（左一为杨贺巡）。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杨泽林（右）与杨贺巡（左）正在探讨医学问题。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