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朱老
记者：60多年来，皮肤病

有变化吗？
朱老：有，有些皮肤病慢

慢灭绝了，但是也有一些新皮
肤病慢慢出现了。这和人的
生活习惯、社会发展等有关。

记者：60多年来，医患关
系有变化没？

朱老：有。以前，病人和
医生配合得很好；现在，有的
病人会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记者：您从医生涯信奉的
原则是什么？

朱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

务，一切从病人出发，少花钱
治好病。

记者：从医 67 年最大的
心得是什么？

朱老：做医生是一个很好
的职业。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医生？

朱老：勤勤恳恳的医生。
记者：准备干到什么时

候？
朱老：干到不能干为止，

只要一天还能动，就为患者服
务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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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花钱看好病少花钱看好病””

九旬大医朱钵的坚守九旬大医朱钵的坚守

坐诊口头禅：“没啥事”

8月16日上午，省人民医
院门诊东区五楼皮肤科门诊。

一位女士走进朱钵诊室，
“医生，您看我这腰背上有一片
红红的疹子，疼”。

拿起手电筒，朱老仔细看
了后说：“是带状疱疹。”随后开
了一些药。

“医生，严重不？能治好
不？”“能治好，放心，没啥事。”

一位姐姐带妹妹看病，妹妹
后背有些小白点，在排除白癜风
后，朱老告诉姐妹俩“没啥事”。

“确定没事？有啥忌嘴的？”
“确定没事，啥好吃啥。”一听

此话，姐妹俩喜笑颜开走出诊室。
跟随朱老坐诊，记者发现，

朱老的口头禅是“没啥事”。
“病人本身就容易心理压

力大，需要给他卸掉心理包袱，
有助于身体康复。”朱老说。

“我把自己‘卖’给了河南”

朱钵与河南的缘分，始于
23岁那年的一次“坚持己见”。

1929年7月1日，朱钵出
生于辽宁新民县朱河沿村，虽
然只是中农家庭，但开明的父
亲告诉他：只要你能上学，家里
就会一直供应。

1948年，朱钵考上中国医
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前，朱钵加
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朱钵
毕业，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
一届全国统一分配的大学生。

那一年，抗美援朝战争正
如火如荼。

报志愿时，朱钵想都没想，
第一志愿填了“朝鲜战场”，第
二志愿填了“支援边疆”，第三
志愿写的是“服从组织分配”。

前两个志愿均没实现，朱
钵和其他71名同学被分配到
北京，朱钵是两个带队人之一。

在当时的卫生部，领导找
朱钵谈话。“你愿意到哪里去？”

“我是共产党员，哪里艰苦就到
哪里去。”“平原省最艰苦。”“那
我就去平原省吧”。

直到现在，一回忆当时的
情形，朱钵还很得意：“如果当
时我说听从组织安排，可能就
被留在卫生部或北京了。”朱钵
说，如果真是那样，自己就来不
了河南，也可能一辈子做不了
皮肤科医生了。

如愿的朱钵和6名同学一
起，来到了河南。那一年，朱钵
23岁，如今，他90岁。

67年的岁月早已把朱老
磨成了一个地道的河南人。

“猛一听口音，还真听不出
来东北口音了，明显就是咱们
河南人嘛。”记者说。

“我这不是把自己‘卖’给河
南了嘛。”说着，朱老哈哈大笑，语
气中是抑制不住的开心和自豪。

跟苏联专家进修，从
此扎根皮肤科

刚到河南时，朱钵和3位
同学被分配到平原省医院，朱
钵被分到外科做住院医师。

在外科热火朝天地干了近
两年后，由于当时形势需要，朱
钵被调到了行政岗位。

脱离了临床一线的朱钵有
点不甘心：“我太爱我的医生专
业了，当时非常不安心做行政
工作，党培养我那么多年的医
学专业，丢弃太可惜了。”

经过申请，在外兜转两年
多的朱钵重新回到临床一线。

1956年2月，朱钵来到河
南省人民医院。因为工作需
要，医院派他去北京苏联红十
字会医院跟随专家进修皮肤
科。自此，朱钵进军皮肤科领
域，一干就是六十多年。

干就要干好、就要干出名
堂来，不能枉活一生，庸庸碌
碌！朱钵常常如此告诫自己。

当时的河南省人民医院皮
肤科门诊刚成立几个月，只有
一位皮肤科医生，每天有80~
100位患者就诊。

1957 年 3月朱钵进修归
来，再加上引进的医生，皮肤科
医生达到4位，具备了成立病
房的基本条件。

1957年秋，河南省人民医
院皮肤科病房正式成立。

62年后的今天，省人民医
院皮肤科已经驰名省内外，成为
我省当之无愧的“大哥”，年门诊
量近19万人次，在皮肤美容、皮
肤病理、皮肤真菌感染等多个专
业方向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首创多个疗法，至今全
国使用

朱钵很勤奋，也特别爱琢
磨，这种个性不仅把他一步步
推向了皮肤科学界的顶峰，也
为无数患者解决了痛苦。

曲先生患疣状痣，右侧头、
脸、脖子、肩膀，长满了角化性疣
状增生性皮损，就像黑色的树皮
一样，到北京、上海求治未果。

接诊曲先生后，朱钵陷入
冥思苦想中：用什么办法能把
患者的疣状痣消除而不留痕迹
呢？他突然想起当外科医生
时，一次做阑尾炎手术，护士不
慎将石碳酸滴到他的胳膊上，
皮肤结了一条红褐色痂，过几
天痂脱了，皮肤好好的。

石碳酸是一种腐蚀剂，它
能凝固蛋白特别是角蛋白，同
时也不会伤及深层组织。“使用
石碳酸也许能治好疣状痣呢？”
朱钵灵光一现，在征求病人同
意后，开始用石碳酸外涂皮肤
治疗。涂药后不久，皮损处结
成黑痂。一周后痂脱了，皮损
也消退了。大约半年，曲先生
的病完全治愈了！

之后，朱钵把石碳酸起名
“零号药水”，遇到疣状痣，就用
此种方法治疗，多数有效。

“一个好医生，既要密切关
注医学发展，学习和采纳新的
诊疗方法，尽职尽责医治患者；
又要重视科学研究，勤于思考，
细心观察，善于总结，勇于发明
创造，从而推动医疗科学事业
发展。”朱钵说。

以前的皮肤病诊断，主要靠
医生用自己的眼睛看，再结合主
诉、病史、家族史等确认。多年
来，朱钵遇到的疑难复杂罕见病
数不胜数。时间久了，他琢磨出
了用药的基本规律，制定了各种
皮肤病的协定处方，药房调剂员
也就可以按方配药。

除了原有的氧化锌膏、炉
甘石洗剂等，他又在国内率先
整理出“四石散”“复方松馏油
膏”等外用、内服药的协定处方
及土方，研究出白癜风丸、湿疹
膏、甲癣药水等十余种独特方
剂，应用至今。同时，在国内首
创特殊的多形红斑、氯乙烷喷
射治疗带状疱疹、青霉素治疗
扁平苔藓、斩疣丹等多项实用
医学科研成果。

这些行之有效的好药方、
好疗法，至今，仍在帮助无数皮
肤科医生为患者解除病痛。

组织灭头癣战役，帮助
10万患者

如果说解决疑难病症、发
明创新推广全国的药剂和疗
法，实现了朱钵最初的心愿，那
么，走出医院、到基层为群众搞
公共卫生的实践，则是朱钵倍
感欣慰的经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
头癣的发病率非常高，河南又
是“重灾区”，患者超过10万。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
发起“在全国开展头癣病防治
工作”的号召，河南防治头癣的
重任落到了朱钵身上。

接下来的两年中，朱钵组
织各方力量，制订治疗方案，深
入农村，发动群众，掀起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防治头癣公共卫生
活动。经过两年奋战，河南省
共治愈10万余名头癣患者，基
本消灭了头癣！

他还在上世纪70年代驻
马店地区的水灾中，担任省医
救灾医疗队队长，带领医护人
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治大量患
肠炎、痢疾、感冒、疟疾的群众。

多年心血的倾注，换来的
是业界的尊重与认可。朱钵曾
先后荣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
奖及国家发明二等奖、河南当
代科技名人、河南省优秀科技
工作者等，并获得中华医学会
终身成就奖。

退休坐诊不辍，诊室里
迎来90岁生日

1989年，朱老到了退休年
纪，这时，许多民营医院迫不及
待伸出了橄榄枝。一家民营医
院承诺，月工资3万元。在三
十年前，这薪水是相当高的。
不过，朱钵没有丝毫犹豫，当场
回复：“给30万，我也不去。”

为什么？
“我要那么多钱干啥，够用

就行了。”朱老淡淡地说。
于是，朱钵继续留在省人

民医院，坐诊、查房、讨论病例。
50多岁的张守民如今是省

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提起朱

老，他满怀崇敬和自豪：“1988
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人民
医院时，是主动要求到皮肤科
跟着朱教授当皮肤科医生的。”

谈起和朱老共处的31年，
张守民坦诚收获很大：“朱教授
一直信奉的‘少花钱，治好病’深
深烙在我的心里，而他的敬业
勤奋爱学习，也常常激励着我。”

如今，朱老在科室内，就是
一面旗帜，一个楷模。他在，大
家心里都踏实。

“有这样的标杆在，我以后
肯定也会一直在医院内干到干
不动为止。”张守民说。

27岁的张帅目前是省人
民医院皮肤科年轻医生，曾跟
随朱老多次坐诊。“他对患者很
有耐心，用药少而精。”张帅说，
朱老不用说教，身体力行地给
年轻医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老先生说话很幽默，特别
会开导人，看完病感觉一身轻
松。”60岁的陈女士说。

朱钵的患者来自省内外，
大多是慕名而来，不少患者祖
孙三代都是朱老的粉丝。

“我十来岁时有皮肤病，就
是找朱教授看的，后来儿子生
病也是朱教授看的，这几天小
孙子起红疹子，来看病，发现朱
老还在坐诊，兴奋得很，赶紧挂
上了号。”候诊区，50多岁的赵
先生抱着小孙子乐呵呵地说。

2019年7月1日一早，朱
钵如往常一样提前10分钟来
到诊室，一个一个接诊患者，一
直忙到中午时分。这时，他听
护士说楼下有位疑难病患者需
要会诊，就赶紧起身来到会诊
间。一推开门，发现医院的领
导、同事为他准备好了生日蛋
糕，刚找他看完病的患者也闻
讯一起来向老人祝寿。

这天是中国共产党98岁
的生日，也是朱钵90岁生日。

“我是个医生，也是名党
员，让老百姓少花钱治好病，就
是我应该做的事！”近70个寒
来暑往，近70载医者生涯，朱
钵忠实地坚守着这句朴实话语
背后的初心和使命。

他身材魁梧，浓眉善目，须发尽白。脱掉白大褂，走在大街上，除了熟悉的人和他的患者，也许没人想到，这位普通的老人已经90岁
了。更鲜有人知道，他是河南皮肤医学领域的泰斗，一位国宝级专家。

他，就是被誉为“皮肤科百科全书”，如今还在勤恳坐诊的朱钵教授。近70年的皮肤科医生时光，静静流淌。大医精神，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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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室内，朱老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