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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2017 年，41 岁的孙继友从东北来到三门峡，成为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消化病院普外
三病区主任，他是医院新引进的高层次医学人才，也是目前三门峡地区唯一一位普外科博
士……顶着一长串的头衔，孙继友并不觉有多欣喜，他只想好好做手术。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生活 41 年的东北，选择来到 2400 多公里外的三门峡，他选择在这
里作为新起点，只为尽一己之力造福黄河两岸百姓。

从黑土地到天鹅城
他就想实实在在给人看病

孙继友博士

——走近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普外科博士孙继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汤剑燕 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牛鹏磊 摄影

夫妻俩对三门峡市中心医院一见钟情

孙继友团队在查房

边打工边上学，求学的背后都是汗水
牛仔裤、球鞋，再加一个陈旧
的老式斜挎包……这身组合，在
孙继友妻子眼中，活脱脱一个
“村
长”打扮。对此，孙继友不但不
恼，还点头加了一句
“那我也是会
做手术的村长”。
3 月 25 日，大河报记者见到
孙继友时，依旧背着老式的斜挎
包。医院里有人打趣，说这破旧
挎包“不符合他的身份”，他回头
便怼回去：
“我有啥身份？”至于为
何如此钟爱这款斜挎包，他给出
的理由也简单：
“方便、实用、不怕
东西丢。”别人喜不喜欢，他一点
不在乎。
孙继友是东北人。小时候家
里穷，父母靠着种数十亩地，供养
家中 4 个孩子。穷就是穷，挺折

磨人的，把生活中很多好滋味都
榨没了，也包括童年的乐趣。上
高中前，家中最小的孙继友每天
回家不能急着写作业，需要先给
家中几十只鸡鸭鹅挖菜去。
上了高中，孙继友成了学校
里最“出名”的学生，从后厨老太
到门口保安都认识他。不因别
的，
只是他时常偷跑出去。
搬砖、备料、和水泥……偷跑
出校干活时，没人当他是个孩子，
孙继友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砖
厂在 5 公里外的村里，他就搬到
砖厂里住。工地上急需人时，他
在工地连轴干过三天两夜，60 多
个小时，白天当小工，晚上搬砖备
料，最后挣了 75 块钱，够他一个
月开销。

打工累人，又是长身体的年
纪，那时的孙继友能就着半份白
菜炒粉条，一口气吃下 10 个馒
头，也能一顿饭吃完 8 两米饭。
如今，他依然笑着自诩为
“同龄人
中最能吃的”。
在这样的生活下，孙继友过
完了高中三年。
让老师头疼又心疼的是，他
偷跑出去不是为了玩，而是挣生
活费，学习也从没落下过，成绩常
常 是 班 级 前 三 ，妥 妥 的 一 个 学
霸。毕业时，孙继友选择了医学
专业，
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
“当时对医学没啥大认识，就
一门心思想着能给人看病，因为
人有病就会受穷。”
孙继友说。

2017 年，孙继友从吉林
大学博士毕业。
他没有选择继续留在黑
龙江本地，而是远离故土，来
到距离家乡 2400 多公里外的
河南省三门峡市。孙继友说，
他是看到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招聘高层次医学人才的信息
后，带着同是从医的妻子一起
来三门峡考察的。
第一次来，夫妻俩就爱上
了这座城市，用他妻子的话
说：
“感觉就是这儿了，哪儿也
不去了……”
同年 7 月，孙继友携家带
口，领着妻子、孩子、丈母娘一
家七口来到三门峡。三门峡
市中心医院高度重视人才引
进，孙继友担任三门峡市中心
医院消化病院普外科三病区
主任，妻子李晓娟担任内分泌
二病区主任。
“和媳妇一块来同一家医
院，算是协同作战，集团行动
吧！”
孙继友笑说。
科室组建后，在医院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逐步走上正
轨。如今，普外科三病区已有
5 名 医 生 8 名 护 士 床 位 22
张。科室从无到有，人员从无
到多，这其中的变化，可以想
象要付出多少心血。
来到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孙继友当初的想法没有变，还
是实实在在为患者看病，而且
他还突破传统，让普外手术全
面微创化，让某些微创手术不

用再外请专家。
利用自己掌握的微创技
术，孙继友先后开展了多项新
业务，填补了三门峡多项空
白。其中包括腹腔镜脾切除
术、腹腔镜标准胃癌根治术、
完全腹腔镜下吻合术、腹腔镜
下甲状腺手术等。他也是目
前三门峡地区唯一一位可以
独立开展减肥和手术治疗糖
尿病的专家。
2017 年 12 月 30 日，孙
继友一连做了两例经自然腔
道标本取出的腹腔镜直肠癌
根治术（NOSES），此术是目
前结直肠癌手术中的领先技
术，为此三门峡市中心医院也
成为河南省第 3 家能开展这
种技术的医院。此外，单孔腹
腔镜手术、腹腔镜下崁顿疝复
位修补术、腹腔镜下肝切除术
……一个个高难度手术业纷
纷开展。孙继友说：
“ 别人开
刀完成的手术，我们用腹腔镜
完成。技术高低不重要，重要
的是微创能造福百姓。”
如今，孙继友依然忙碌，
始终做着自己。他不穿西装，
不会打牌，看不懂足球，更不
会玩手游。他说，他不希望病
人感恩戴德，觉得只要尽了医
者本分就好。
“手术做好，团队
带好，把老小照顾好。”是他给
自己的定位，
也是目标。
“对于医生来说，成就是
一台台手术做出来的，这也是
我永远都追求的。”
孙继友说。

执着梦想，终于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1996 年，孙继友进入哈尔滨
医科大学，开始了 5 年预防医学
的专业学习。
对于这个专业，孙继友有些
无奈，因为高考志愿填报等原因，
只能选这个专业，自己中意的临
床医学专业未能如愿。
专业选择不对，这对那时的
孙继友来说，还不是最迫切的事，
挣钱继续求学仍是首要。
第一次离开县城到哈尔滨，
看到外面大千世界，孙继友说自
己活像个
“土包子”。没见过车体
上喷印广告的公交车，不会坐公
交车，不会到饭馆吃饭……为此，
他在学习打工两不误的情况下，
偷空出去逛逛，想尽快融入这个

城市。
孙继友就这样一边求学，一
边兼职做家教挣生活费。因家教
学生多，哈尔滨城的大街小巷很
快烂熟于心。
大学五年生活很快过去。临
近毕业，班里很多学生选择就读
本专业研究生，但孙继友当初想
学临床医学的想法依然强烈，他
成了班里唯一的“特例”，选择攻
读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因所
学 专 业 限 制 ，很 多 学 校 都 不 录
取。孙继友没有放弃寻找，最终
被佳木斯大学招录。
“其实学校并
不太理想，但好在是我喜欢的专
业，也算是完成梦想了。”孙继友
说。

至于为何执着于临床医学，
孙继友说，其实一切都源于心中
执念，
“ 就想能实实在在给人看
病，真刀真枪救命”，与患者面对
面打交道，每一次用药，每一次手
术，
都会让他有实打实的存在感。
2001 年，孙继友进入佳木斯
大学研读临床医学。
硕士研究生 3 年毕业后，孙
继友在黑龙江省一家医院做一名
普外科医生。10 年临床磨砺，让
他的专业所学更扎实，手术实践
操作也更熟练。但他并未停止过
学习。2014 年，他再次考取吉林
大学攻读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他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我
是个会做手术的读书人。”

孙继友团队正在阅片

孙继友团队在探讨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