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菊之坚强

!手术病人没事吧" #当听到医院已

安排另外一名专家为病人手术时$ 她苍

白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

年
!

月
!!

日早晨% 像往常一

样$张菊新早早来上班了%

$

时
%"

分$她

就带领医务人员开始查房% 查完房又急

匆匆赶到另外两个病区$ 参加两名病人

的会诊% 会诊完毕$已经
&

时
%"

分$张菊

新快步跑向手术室% 那天$她有
%

台大手

术要做$第一台手术
'

时开始% 刚进手术

室$她就感到胸闷心慌$头晕目眩$胸口

一阵阵刺痛%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强打精

神走上手术台%

切口 &止血 &剥离''一切都那么

娴熟$那么从容% 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

谁都没注意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虚汗

不住地往下流% 几分钟后$她突然倒了

下去''经全力抢救 $ 她慢慢苏醒过

来% (手术病人没事吧" #当听到医院已安

排另外一名专家为病人手术时$ 她苍白

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专家们诊断她患了

急性心肌梗塞$ 立即为她紧急实施冠状

动脉支架介入治疗%

从医
%"

年的张菊新一直工作在临

床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每年诊治病

人
("""

余例$ 每周要坐
%

次专家门诊$

因为挂她号的病人特别多$ 常常不能按

时下班% 一天做四五台手术$对她来说是

家常便饭$ 甚至创下了一天
&

台手术的

记录$每年实施大手术达
)""

余台% 多年

的超负荷工作$她身体严重透支% 大家以

为这次病倒她可该静心治疗&休养了% 没

想到$休息不到三周$她又回到了工作岗

位上%

在张菊新心里$救人的事比天大% 作

为河南省妇产科的学术带头人$ 她还承

担着全省的妇产科急危重症救治工作$

其他医院遇到紧急情况时$ 也常请她会

诊% 她曾无数次参加各地医院妇产科的

急危重病人的抢救$不论是刚下手术台$

还是半夜在睡梦中$ 只要接到电话立即

前往%

一天中午
!"

点 $ 刚下手术台还没

顾上吃饭的张菊新 $ 接到几百里外的

长垣县一家医院的电话 $ 说一位产妇

在手术台上大出血 $已
%

个小时了 $抢

救效果不佳$向她紧急求救% 救命如救

火) 她一边向医院请示$一边直奔楼下

拦了一辆出租车 $ 催促司机向长垣疾

驰% 车上$她不停地通过电话询问患者

情况 $指挥抢救 % 下午
!

点多 $终于找

到那家医院% 当她赶到手术室时$病人

已处于严重的休克状态 $ 填满了纱垫

的盆腔仍在不停地出血 % 她询问完病

情 $重新制订抢救方案 $亲自主刀 % 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奇迹发生了 *产妇

的出血止住了$慢慢睁开了双眼% 病人

绝处逢生 $母子平安 ) 脱下手术衣 $她

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菊之高洁

不拿红包$心里踏实% 病人不容易$

拿了他们的!红包+$医生的心就黑了%

像很多医生一样$ 张菊新也经常要

面对患者送上的!红包+$但她却从来没

有收过% 她有一句口头语*!不拿红包$心

里踏实% 病人不容易$ 拿了他们的 ,红

包-$医生的心就黑了% #

一天晚上$ 张菊新独自在办公室看

病历$ 一位即将手术的病人敲门进来聊

了一会儿% 病人离开后$张菊新猛然发现

桌上多了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是厚厚的

一沓人民币% 她立刻追了出去$把信封塞

到那位病人手里% 病人说*(张主任$您要

不收下$我心里就不踏实$今晚就睡不着

觉了% #张菊新想了想说*(好$我先收下$

您回去好好休息吧% #病人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手术很成功% 当满心欢喜的家属

拿到一日清单时$ 发现账户上多了
%"""

元% 原来$ 张菊新把钱悄悄交给了护士

长$ 让她等病人手术后再交到病人的住

院账户上%

与张菊新搭档多年的妇产科护士长

岳松芳曾有一个小本本% 她说$张菊新经

常把病人送来的红包交给她$ 让她负责

退还给病人家属% 她留了个心$把每笔钱

都记下来% 大概记录了一年$因为实在太

多$记起来都嫌麻烦$才没有再记% 张菊

新每次都叮嘱护士长$ 一定要把红包退

还给病人家属$ 但是绝对不能当着病人

的面% 如果让病人在手术前知道自己的

(红包#被退回来$心里就会不踏实$可能

影响情绪$甚至加重病情% 对实在推不掉

的(红包#$张菊新就用上最后一招$统统

为病人交成医疗费%

菊之倔强

(作为医生$对患者仅有满腔热忱还

不够$更要有高超的医术$锲而不舍的精

神$才能对得住患者的信任% #

从年轻时开始$为了练就一流技术$

张菊新认真对待每台手术&每位患者$记

录了许多典型病例和手术笔记$ 几乎每

天都泡在手术室里$

%"

年做了上万台手

术$仅恶性肿瘤手术就有数千例$每年手

术量
)""

多例% 大量的临床工作$使她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养成了胆大心细&果敢

干练的工作作风% 许多同事感叹*(手术

刀在她的手中就像有灵性的自动武器% #

张菊新工作中特别(倔强#% 她说(当医生

的$一定要慎之又慎$决不能放过任何蛛

丝马迹$ 尽量不误诊& 漏诊任何一个病

人% #

一次$她接诊的一位病人$曾就诊两

家医院$医生都说只是宫腔有些炎症$但

服药后没什么效果% 她仔细询问病人的

症状$细心体检身体后$初步判断不像一

般的炎症% 但涂片检查结果显示$确实没

发现明显问题% 当时已到了下班时间$她

仍不放心$ 建议病人再做一次病理学检

查% 没想到$病人不耐烦了*既然没啥大

问题就算了$ 再做检查既费事$ 还多花

钱% 她没有生气$反复给病人解释做活检

的理由$劝说她千万不要大意% 检查结果

出来后$病人大吃一惊$原来她患了宫颈

癌$所幸是早期% 因为及时做了手术$病

人至今很健康%

多年来 $ 张菊新在学术上攻坚克

难$投注所有精力为患者寻找生机% 一

次 $ 张菊新接诊了一位因晚期宫颈癌

被几家医院拒之门外的姑娘 % 病人的

肿瘤已经转移 &多处浸润粘连 &无法手

术% 她顶着风险$大胆实施(先化疗$缩

小病灶 $再择机手术切净肿瘤 #的治疗

方案% 手术获得成功$姑娘至今生活得

非常幸福%

腹腔妊娠是宫外孕的一种罕见类

型 $ 产妇成功生产的几率为百万分之

一% 目前国际上腹腔妊娠生产活婴仅有

*+

例$其中两例是张菊新完成的% 阴道

癌是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由于手术复

杂$创伤面大$风险很高$并影响病人术

后生活质量% 她查阅大量资料$反复琢

磨 $ 在全省率先实施了广泛全子宫切

除&盆腔淋巴结清扫&全阴道切除&腹膜

代阴道成形术$手术后结合放&化疗$既

延长了病人的生命$又提高了术后生活

质量%

张菊新还创造性地改良宫颈疾病

的手术方式 $开展了阴道延长术 $既完

整清除了病灶$又使术后病人能过正常

的性生活% 她开展的保留生育功能的宫

颈癌切除术$ 使病人在术后仍能生育%

她主持建立了河南省产科急危重症救

治网络中心&妇科肿瘤网络中心和河南

省第一个孕产妇学校$为普及母婴保健

知识$ 减少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呕

心沥血$奔走操劳% 近年来$她带领科室

同志们开展腔镜诊疗&妇科肿瘤介入治

疗及生物治疗等新技术
!"

多项 $ 科室

连续
'

年荣获河南省产科质量检查第

一名的优异成绩%

%"

年从医 $一丝不苟 &兢兢业业 $

党和人民给予了她多项荣誉 % 她曾荣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中国医师奖 #&全

国医德标兵 &

!""&

感动中原十大人物 &

河南省 (五一 #劳动奖章 &河南省 (三

八#红旗手等称号% 她的事迹受到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领导的批示 $被

中宣部列为 (时代先锋 #人物 $全国各

大媒体多次集中报道 $ 引起广泛关注

与好评%

这就是张菊新$

%"

年追求大医精诚$

践行医患和谐$恪守职业精神% 她坚强&

高洁&倔强的品质$一如她的名字$菊蕊

耀林$馨香满园%

张菊新!

菊蕊耀林 馨香满园

!

本报记者 苑海震 实习生 周 媛

!

本报记者 王 平

本报通讯员 赵红霞

郭维淮!

国医大家 仁者昌国

这是一双老人的手!这双手筋强骨健"宽大神奇# 这是
一双无私的手!这双手宽厚仁爱"兼济众生$ 六十年来!不
知道有多少骨伤患者经过这双手的诊治重获健康%六十年
来!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它都关爱和奉献%六十
年来!在这双手中结出过国家最高级别的医学硕果!在这
双手的努力下!它把家庭事业变成了民族的医疗事业$ 这
双手的主人就是我国著名的中医骨科专家&'白求恩奖章(

获得者&平乐正骨第六代传人)))郭维淮#

今年
!

月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大国
医+!正是以他的家族故事为原型改编而成的$

!

梳理新中国
#"

年骨伤科学发展史$

不能不提到洛阳平乐正骨术. 说起洛阳

平乐正骨术$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那就

是郭维淮%

今年
&"

高龄的郭维淮$出生在闻名

千载的洛阳白马寺附近的平乐村$ 是堪

称中华骨伤科学瑰宝的平乐郭氏正骨第

六代传人% 这位
,#

岁起便开始独立应诊

的一代名医$从医
#"

多年来$不仅将郭

氏正骨术不断发扬光大$ 亲手为数以万

计骨伤病人解除了伤痛$ 更为新中国培

养了大批中医正骨人才$ 以致当今全国

中医正骨名医$七成皆为!平乐出身+%

大医术

郭维淮传承的正骨术$ 起源于
!""

多年前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创始人是当

时洛阳县平乐村郭氏家族的郭祥泰%

!""

多年来$郭氏正骨术以疗效独特&医德清

廉而誉满中原%

而将这种正骨术发扬光大& 使之成

为中华骨伤科学瑰宝的$ 则是郭维淮和

他的母亲///(郭氏正骨术#第五代传人

高云峰女士%

,'!'

年$郭维淮半岁时$爷爷郭聘三

离开人间$父亲郭灿若又重病在身$眼见

郭氏正骨后继乏人$郭灿若毅然冲破(传

男不传女#的封建束缚$决定把医术传给

妻子高云峰%

郭维淮自幼聪慧$

,)

岁就开始独立

坐诊%

,'("

年
#

月$父亲郭灿若病逝$那

时他已经在母亲高云峰的调教下成了独

当一面的正骨名医% 郭家大门口$有一棵

近百年的大黑槐树$ 他们晴天在老槐树

下$雨天在大门楼下$一条板凳$一个拌

药碗$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伤残病人% 槐

树下常常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挤满了

慕名而来的病人% 他们忙忙碌碌$从黎明

到天黑$每天诊病不下一二百人$就连大

年初一也经常接诊患者%

母亲高云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辞

世后$ 郭维淮正式成为郭氏正骨第六代

传人% 他勤于钻研$精于正骨$继承不泥

古$发展不离宗$使古老的家传医术在他

手中突飞猛进$大放异彩
-

(平乐正骨#的独到之处在于$大多

数西医认为需要手术的陈旧性骨折和脱

位$它则能够普遍采用手法整复$病人痛

苦小&恢复快$又可免去手术之苦$因此

深受患者欢迎% 平乐正骨的另一个特点$

是手法与用药相结合%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在传统的药

物加手法治疗基础上 $ 郭维淮吸收了

许多现代科技手段% 在骨折固定方面$

郭维淮改进了家传的固定器具 $ 研制

设计了系列的适合全身各部位骨折及

不同年龄组骨折病人的小夹板及外固

定器具 $使郭氏正骨在传统技术上又有

了新的发展%

为了解决骨皮缺损& 假关节等方面

的问题$ 他领导科研人员开展的小腿外

侧肌间隙血管皮瓣///腓骨
.

腓骨皮瓣
/

移植和带血管胫骨皮瓣移植术均为国内

首创$人们把其誉为(洛阳骨皮瓣#%

自
,'&%

年以来$郭维淮多次应中央

保健局之邀$赴北京为李先念&彭真&王

任重&张爱萍等中央领导人诊病$都取得

了满意的疗效%

,'&$

年$ 已故国家主席李先念因长

期患劳伤气亏腰痛$ 西医的著名专家治

疗均无效$ 最后中央保健局邀请郭维淮

到北京为李先念医病% 他根据李主席的

体质$采用辨证施治$内服中药$运用平

乐正骨按摩活筋手法$进行推拿按摩$并

配合点穴按摩$ 仅
$

天时间$ 就大见成

效% 李先念恢复健康后$在洛阳正骨医院

建院
%+

周年之际$ 高兴地特致贺电
0

(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正骨事业$为

人民造福% #

,''(

年
,

月$ 郭维淮荣获全国卫生

系统最高荣誉奖///(白求恩奖章 #$成

为中国中医药界首位(白求恩奖章#获得

者%

!++#

年$他又被中华医学会授予(国

医楷模#称号%

大医理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和发扬郭氏正骨

医术$

,'(#

年至
,'('

年间$ 在国家的支

持下$ 郭维淮和他的母亲先后创办了新

中国第一所中医骨伤科高等学府///河

南平乐正骨学院和洛阳专区正骨医院%

从
,'(&

年到
,'##

年$ 郭维淮参与

了正骨学院四个本科班& 三个专科班的

骨科教学工作% 过去秘不外宣的郭氏正

骨术$被他们母子编成了0郭氏正骨学1%

他们开创的教学方法$ 使中医骨伤学走

上了正规化教育$中医正骨界的!平乐学

派+蔚然而起$并成为主流学派%

从此$ 郭氏正骨医术传承祖国民族

医学的精髓$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

系%

郭维淮在多年实践和研究的基础

上$ 认真系统地总结了平乐郭氏正骨的

学术思想和宝贵经验% 其主要学术特点$

高度概括起来就是!三原则$四方法+% 三

原则 $即 !整体辨证 &筋骨并重 &内外兼

治+.四方法$为!治伤手法&固定手法&药

物疗法&功能疗法+%

在继承的同时$郭维淮不拘泥于古$

思路开阔% 对于郭氏祖传的辨证&定搓&

压棉&缚理&砖砌&拔伸&推拿&按摩等!正

骨八法+$经高云峰&郭维淮在长期的实

践中总结提高$摸索出拔伸牵引&推挤提

按&成角对位&嵌入缓解&回旋拔搓&摇摆

叩击&倒行逆施&施撬复位等正骨!新八

法+$把平乐正骨推进了一大步%

郭维淮认为$中医不能排斥手术疗法

和现代科学技术% 因此$他在突出平乐正

骨特色的同时$又坚持了中西医结合的方

向$不断向新的骨伤治疗领域扩展$开展

了显微外科&骨畸形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他还融各家之术与平乐正骨为一

体$辨证用药$从整体观念出发$总结出

了平乐正骨用药的一套方案% 他认为$跌

打损伤由于外力侵入人体$必然!行伤作

肿+&!气伤作痛+% 轻的$只有局部肿痛.

重的$气血淤滞$经络不通$影响脏腑不

调$出现全身症状$如发热腹胀&大便不

通等% 药用治疗不外乎内服& 外用两大

类$其原则不外乎!破&活&补+三法%

在郭维淮及其母亲指导下完成的

!中西医结合手法整复治疗创伤性&陈旧

性关节脱位+成果$获得
,'$&

年全国科

学大会奖.!中西医结合手法治疗肱骨外

踝翻转骨折+$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

会奖%

鉴于郭维淮在中医正骨理论与实践

方面做出的杰出成就$

!++#

年$中华医学

会授予他 !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

奖+%

!++$

年
#

月$他又被国务院确定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正骨

疗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大医德

今年五六月份$ 中央电视台在黄金

时段播出了
)+

集大型电视连续剧0大国

医1% 这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的电视艺术

作品$就是以郭维淮的父亲郭灿若&母亲

高云峰为人物原型的% 剧中他们高尚的

医德情操&民族大义$实为郭氏正骨传承

人伟大医德的再现%

正如 0大国医 1编剧孟宪明所言 $

郭维淮最令人称道之事不在他的绝

技 $而在义举 *将祖传正骨秘方献给国

家 % 那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
,'(!

年 $高云峰 &郭维淮母子二人 $将祖上

世代相传
!++

多年的中医正骨秘方

!展筋丹 +&!接骨丹 + 及其正骨手法张

贴在洛阳老城的十字街头 $公之于世 $

献给国家 %

,'(#

年 $ 高云峰应邀到北京参加

全国政协会议 $受到毛泽东主席 &周恩

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毛主席勉励她!多

带徒弟$好好为人民服务+% 当年
'

月$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 郭维淮和

母亲在原郭氏正骨诊所的基础上 $创

建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

时称 !洛阳

专区正骨医院 +

1

$ 并打破家训族规 $开

始培养异姓徒弟 $ 将祖传正骨医术传

给!外人+%

洛阳正骨医院创办两年之后$ 他们

又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正骨大学///河

南省平乐正骨学院$ 并建立了新中国第

一个正骨研究所% 秘不外宣的平乐正骨

术$被他们母子编成了0郭氏正骨学1$由

郭维淮亲自执教$晓谕莘莘学子% 他们开

创的教学方法$ 使中医骨伤诊治走上了

正规化教育$ 创立了中国中医正骨界的

!平乐学派+%

河南平乐正骨学院只存在了数年 $

洛阳正骨医院却在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

如今规模宏大& 体制健全的国家三级甲

等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从!私有+变成!国有+$从家族融入

社会$平乐郭氏正骨不断成长壮大% 这种

!壮大+$ 并不只是意味着它的建筑面积

从郭家大院变成了
$%&

万平方米的现代

化医院$制药!行头+从小小的捣药碗!更

新换代+为河南省洛正制药厂&洛正医疗

器械厂$更意味着$诞生于民间的这朵杏

林奇葩$ 将把它醇厚的幽香散发到更广

阔的天地中去$ 为更多的骨病患者送去

福音%

郭维淮献出了自家的祖传秘方 $但

祖传的医德他一直坚守着*!平乐正骨+

不仅正患者之骨$ 更要正医者自身的良

知 &人间的正气 $所谓正骨 &正人 &正己

也% 在
#+

多年的行医生涯中$郭维淮曾

为一些领导疗过骨治过伤$ 但更多的时

候$他面对的是普通百姓% 他那让天下生

病的人都能看上病&吃上药的行医理念$

体现了中国医学乃至人类医学的最高精

神指向和医学的终极关怀%

作为中医大家$郭维淮站得高$看得

远% 他的思想与智慧凝结成了一种看不

见的精神$ 无言地感召着他一生都没有

离开过的家园///洛阳正骨医院$ 无言

地感召着景仰他的人们%

大医精诚 仁者昌国% 他的医术$他

的医德$他的精神$将永远写在中国中医

正骨事业的辉煌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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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的!一定要慎之又慎!决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
迹!尽量不误诊"漏诊任何一个病人$ (这是她的行医准则$

'手术要像艺术品一样完美$ (这是她的行医追求$

'无论对什么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情感人"以情动
人"以情服人$ (这是她从医

!"

年没有医疗纠纷的'法宝($

为了患者!她的手机
#$

小时开通%为了母婴的健康!她多
次累倒在手术台前,,

她就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妇儿临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张菊新$ 这个名字与多少位母亲和婴儿联系在一
起!成为她们的守护神$从医

!%

载!她用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感
动了无数患者!用精湛高超的医术让无数重症患者走向新生$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 %$&'(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 !""#

年
$

月!在北京举行的"#大

国医$与中医文化高峰论坛%上!洛阳正

骨医院院长杜天信在作演讲&

!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为郭维淮'右(颁奖&

张菊新的关爱使郏县一患者感动得流下眼泪&

张菊新为患者看病&

张菊新在工作中&


